
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阅读 1 春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阅读 4 古代诗歌四首（《观沧海》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 7*散文诗二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 12 纪念白求恩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写作：思路要清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19 皇帝的新装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21*女娲造人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22 寓言四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阅读 2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写作:写出人物的精神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阅读 11 老王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阅读 12*台阶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名著导读：《骆驼祥子》圈点与批注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竹里馆》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阅读 14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综合性学习：孝亲敬老，从我做起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写作：文从字顺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写作：语言简明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综合性学习：我的语文生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名著导读：《海底两万里》快速阅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新闻阅读 2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新闻阅读 4 一着惊海天——目击我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首架次成功着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 口语交际：讲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综合性学习：人无信不立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 13 唐诗五首（《野望》等五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庭中有奇树》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 15 白杨礼赞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 16*散文二篇（《永久的生命》《我为什么而活着》）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综合性学习：我们的互联网时代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 19 苏州园林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 21*蝉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写作：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3 《孟子》三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23 《孟子》三章 富贵不能淫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写作：表达要得体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综合性学习：身边的文化遗产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课外古诗词诵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 2 回延安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 3*安塞腰鼓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口语交际：应对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 5 大自然的语言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阅读 6 阿西莫夫短文两篇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写作：说明的顺序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综合性学习：倡导低碳生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 9 桃花源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 11*核舟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写作：学写读后感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综合性学习：古诗苑漫步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名著导读：《傅雷家书》选择性阅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式微》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演讲词 13 最后一次讲演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演讲词 14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演讲词 16 庆祝奥林匹克运动复兴25周年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活动•探究 任务三 举办演讲比赛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口语交际：即席讲话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1 《庄子》二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2 《礼记》二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综合性学习：以和为贵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名著导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摘抄和做笔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题破山寺后禅院》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 1 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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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 2 周总理，你在哪里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学习鉴赏 5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 9*论教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阅读 10*精神的三间小屋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写作：观点要明确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阅读 12 醉翁亭记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写作：议论要言之有据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月夜忆舍弟》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阅读 17*孤独之旅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写作：学习缩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 1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 20*谈创造性思维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阅读 21*创造宣言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写作：论证要合理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口语交际：讨论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22 智取生辰纲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24*三顾茅庐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阅读 25*刘姥姥进大观园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写作：学习改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咸阳城东楼》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阅读 4 海燕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写作:学习扩写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综合性学习：岁月如歌——我们的初中生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 9 鱼我所欲也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阅读 12 词四首（《渔家傲•秋思》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写作：布局谋篇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名著导读：《儒林外史》讽刺作品的阅读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四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阅读 13 短文两篇（《谈读书》《不求甚解》）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阅读 15*无言之美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写作：修改润色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口语交际：辩论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阅读与思考 17 屈原（节选）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活动•探究->任务一 阅读与思考 18 天下第一楼（节选）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活动•探究 任务二 准备与排练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活动•探究 任务三 演出与评议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0 曹刿论战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1*邹忌讽齐王纳谏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2*陈涉世家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3 出师表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阅读 24 诗词曲五首（《十五从军征》等五首）

初中语文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课外古诗词诵读（《南安军》等四首）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 1.2.1有理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2 有理数 1.2.3相反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4 有理数的乘除法 1.4.1有理数的乘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1.5 有理数的乘方 1.5.3近似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2.2 整式的加减 合并同类项、去括号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2.2 整式的加减 整式的加减运算法则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整式的加减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3.1 从算式到方程 3.1.2等式的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1 几何图形 4.1.1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4.3 角 4.3.1角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 4.2 直线、射线、线段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几何图形初步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1 相交线 5.1.1相交线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1 相交线 5.1.3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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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2 平行线及其判定 5.2.1平行线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5.3 平行线的性质 5.3.2命题、定理、证明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实数 6.3 实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实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实数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7.2 坐标方法的简单应用 7.2.1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8.4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1 不等式 9.1.2不等式的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2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9.2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9.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10.1 统计调查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10.3 课题学习 从数据谈节水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1 与三角形有关的线段 11.1.1三角形的边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1 与三角形有关的线段 11.1.3三角形的稳定性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11.3 多边形及其内角和 11.3.1 多边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三角形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1 轴对称 13.1.2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轴对称->13.3 等腰三角形 13.3.2等边三角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4整式的乘法 整式的乘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14.1.4整式的乘法 整式的除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 14.1.2幂的乘方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1 整式的乘法 14.1.3积的乘方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2 乘法公式 14.2.1平方差公式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3 因式分解 14.3.1提公因式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14.3 因式分解 14.3.2公式法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1 分式 15.1.2分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2 分式的运算 15.2.1分式的乘除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15.2 分式的运算 15.2.3整数指数幂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分式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16.1 二次根式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乘除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16.3 二次根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二次根式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勾股定理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2 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18.2.1矩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18.2 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18.2.2菱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平行四边形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1 函数 19.1.1变量与函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1正比例函数 正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2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2一次函数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3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19.2 一次函数->19.2.3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一次函数 19.3 课题学习——选择方案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20.1 数据的集中趋势 20.1.2中位数与众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 20.2 数据的波动程度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 20.3 课题学习 体质健康测试中的数据分析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数据的分析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21.2 解一元二次方程 *21.2.4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一章 一元二次方程 数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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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2.1.1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2.1.3二次函数y=a(x-h)² + k的图象和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22.1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2.1.4二次函数y=ax²+bx+c的图象和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二章　二次函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23.2 中心对称 23.2.2中心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23.2 中心对称 23.2.3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 23.1 图形的旋转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 23.3 课题学习　图案设计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旋转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1 圆的有关性质 24.1.3弧、弦、圆心角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1 圆的有关性质 24.1.4圆周角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2 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24.2.1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24.2 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24.2.2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 24.3 正多边形和圆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圆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25.1 随机事件与概率 25.1.1随机事件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25.1 随机事件与概率 25.1.2概率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 25.2 用列举法求概率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 25.3 用频率估计概率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概率初步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26.1 反比例函数 26.1.1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26.1 反比例函数 26.1.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 26.2 实际问题与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反比例函数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27.2 相似三角形 27.2.1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27.2 相似三角形 27.2.2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27.2 相似三角形 27.2.3相似三角形应用举例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 27.1 图形的相似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 27.3 位似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七章 相似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1 锐角三角函数 锐角的余弦、正切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1 锐角三角函数 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28.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 28.2.2应用举例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八章 锐角三角函数 小结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 29.1 投影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 29.2 三视图

初中数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投影与视图 数学活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1正数和负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2正数和负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3正数和负数（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2数轴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3绝对值与相反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4有理数的大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有理数的加法（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有理数的加法（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有理数的加法（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6有理数的减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7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8有理数的乘法（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8有理数的乘法（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8有理数的乘法（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9有理数的除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10有理数的乘方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11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12计算器的使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1从生活中认识几何图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2点和线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3线段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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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4线段的和与差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5角以及角的度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6角的大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7角的和与差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2.8平面图形的旋转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几何图形的初步认识 数学活动  七巧板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1用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2代数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2代数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2代数式（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2代数式（4）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3代数式的值（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代数式 3.3代数式的值（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1整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1整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1整式（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2合并同类项（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2合并同类项（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2合并同类项（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3去括号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整式的加减 4.4整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1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2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3解一元一次方程（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3解一元一次方程（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4）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5）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1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2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2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2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3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3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4简单的三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1命题（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1命题（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2相交线（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2相交线（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2相交线（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3平行线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4平行线的判定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5平行线的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5平行线的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7.6图形的平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1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2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2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3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4整式的乘法（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4整式的乘法（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4整式的乘法（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5乘法公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5乘法公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整式的乘法 8.6科学记数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三角形 9.1三角形的边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三角形 9.2三角形的内角和外角（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三角形 9.2三角形的内角和外角（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三角形 9.3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中线和高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1不等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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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3解一元一次不等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3解一元一次不等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4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0.5一元一次等式组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因式分解 11.1式分解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因式分解 11.2提公因式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因式分解 11.3公式法（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因式分解 11.3公式法（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1分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1分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2分式的乘除（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2分式的乘除（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3分式的加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3分式的加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4分式方程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5分式方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分式和分式方程 12.5分式方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1命题与证明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2全等图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3全等三角形的判定（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3全等三角形的判定（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3全等三角形的判定（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3全等三角形的判定（4）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全等三角形 13.4三角形的尺规作图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1平方根（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1平方根（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2立方根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3实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3实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3实数（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4近似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实数 14.5用计算器求平方根和立方根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二次根式 15.1二次根式（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二次根式 15.1二次根式（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二次根式 15.2二次根式的乘除运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二次根式 15.3二次根式的加减运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二次根式 15.4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1轴对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2线段的垂直平分线（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2线段的垂直平分线（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2线段的垂直平分线（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3角的平分线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4中心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轴对称和中心对称 16.5利用图形的平移、旋转和轴对称设计图案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1等腰三角形（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1等腰三角形（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2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3勾股定理（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3勾股定理（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3勾股定理（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4直角三角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特殊三角形 17.5反证法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1统计的初步认识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2抽样调查（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2抽样调查（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3数据的整理与表示（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3数据的整理与表示（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8.4频数分布表与直方图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1确定平面上物体的位置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2平面直角坐标系（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2平面直角坐标系（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3坐标与图形的位置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4坐标与图形的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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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9.4坐标与图形的变化（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函数 20.1常量和变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函数 20.2函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函数 20.2函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函数 20.3函数的表示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函数 20.4函数的初步应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1一次函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1一次函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2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2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3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一次函数表达式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4一次函数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4一次函数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一次函数 21.5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3三角形的中位线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4矩形（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4矩形（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5菱形（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5菱形（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6正方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四边形 22.7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1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1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1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2中位数和众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2中位数和众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3方差（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3方差（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三章 数据分析 23.4用样本估计总体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1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2解一元二次方程（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2解一元二次方程（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2解一元二次方程（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3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4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4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四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4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1比例线段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2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2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3相似三角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4相似三角形的判定（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4相似三角形的判定（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4相似三角形的判定（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5相似三角形的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5相似三角形的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6相似三角形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6相似三角形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7相似多边形和图形的位似（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五章 图形的相似 25.7相似多边形和图形的位似（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六章 解直角三角形 26.1锐角三角函数（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六章 解直角三角形 26.1锐角三角函数（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六章 解直角三角形 26.2锐角三角函数的计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六章 解直角三角形 26.3解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六章 解直角三角形 26.4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七章 反比例函数 27.1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七章 反比例函数 27.2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七章 反比例函数 27.2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七章 反比例函数 27.3反比例函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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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1圆的概念及性质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2过三点的圆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3圆心角和圆周角（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3圆心角和圆周角（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3圆心角和圆周角（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4垂径定理*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十八章 圆 28.5弧长和扇形面积的计算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9.1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9.2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9.3切线的性质和判定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9.4切线长定理*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九章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29.5正多边形和圆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1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2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2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2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3由不共线三点的坐标确定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4二次函数的应用（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4二次函数的应用（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4二次函数的应用（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章 二次函数 30.5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1确定事件和随机事件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2随机事件的概率（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2随机事件的概率（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3用频率估计概率（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3用频率估计概率（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4用列举法求简单事件的概率（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一章 随机事件的概率 31.4用列举法求简单事件的概率（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二章 投影与视图 32.1投影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二章 投影与视图 32.2视图（1）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二章 投影与视图 32.2视图（2）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二章 投影与视图 32.2视图（3）

初中数学 冀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十二章 投影与视图 32.3直棱柱和圆锥的侧面展开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2 展开与折叠 正方体的展开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2 展开与折叠 柱体、锥体的展开与折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1 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3 截一个几何体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4 从三个方向看物体的形状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4 有理数的加法 有理数的加法法则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4 有理数的加法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运算律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的实际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7 有理数的乘法 有理数的乘法法则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7 有理数的乘法 有理数乘法的运算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9 有理数的乘方 乘方的意义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9 有理数的乘方 有理数乘方的运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 有理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2 数轴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3 绝对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5 有理数的减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8 有理数的除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0 科学记数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1 有理数的混和运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2 用计算器进行运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2 代数式 代数式的意义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2 代数式 代数式求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整式的加减 合并同类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整式的加减 去括号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整式的加减 整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5 探索与表达规律 探索数字与图形规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5 探索与表达规律 借助运算规律解释现象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1 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3 整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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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1 线段、射线、直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2 比较线段的长短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3 角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4 角的比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5 多边形和圆的初步认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基本平面图形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1 认识一元一次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的认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1 认识一元一次方程 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2 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移项解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2 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去括号解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2 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去分母解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3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水箱变高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4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打折销售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5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希望工程”义演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6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追赶小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一元一次方程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扇形统计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频数直方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绘制频数直方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4 统计图的选择 统计图的选择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4 统计图的选择 容易误导决策的统计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 数据的收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2 普查和抽样调查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探寻神奇的幻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关注人口老龄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无盖长方体形盒子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关注人口老龄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无盖长方体形盒子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总复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幂的乘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积的乘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3 同底数幂的除法 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3 同底数幂的除法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小的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4 整式的乘法 单项式乘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4 整式的乘法 单项式乘以多单项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4 整式的乘法 多项式乘以多项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5 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的认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5 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6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的认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6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7 整式的除法 单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7 整式的除法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1 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整式的乘除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1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对顶角、余角和补角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1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垂直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2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利用同位角判断两直线平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2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利用内错角、同旁内角判断两直线平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3 平行线的性质 平行线的性质探究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3 平行线的性质 平行线的性质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 用尺规作角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3 用图象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曲线型图象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3 用图象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折线型图象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1 用表格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2 用关系式表示的变量间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内角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线、角平分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边边边”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角边角”“角角边”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边角边”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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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 2 图形的全等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 4 用尺规作三角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 5 利用三角形全等测距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三角形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线段的轴对称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角的轴对称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1 轴对称现象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2 探索轴对称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4 利用轴对称进行设计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生活中的轴对称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2 频率的稳定性 非等可能事件频率的稳定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2 频率的稳定性 等可能事件频率的稳定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计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可化为等可能事件的概率计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面积相等的几何概率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可化为面积相等的几何概率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 1 感受可能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概率初步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七巧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七巧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总复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1 探索勾股定理 探索勾股定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1 探索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的图形验证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 2 一定是直角三角形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 3 勾股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勾股定理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1 认识无理数 存在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分数的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1 认识无理数 认识有理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2 平方根 算术平方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2 平方根 平方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7 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及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7 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的运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3 立方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4 估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5 用计算器开方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6 实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实数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认识平面直角坐标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特殊点的横、纵坐标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建立适当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1 确定位置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3 轴对称与坐标变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位置与坐标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3 一次函数的图象 正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3 一次函数的图象 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4 一次函数的应用 根据一次函数的图象确定解析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4 一次函数的应用 利用一个一次函数的图象解决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4 一次函数的应用 利用两个一次函数的图象解决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1 函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2 一次函数与正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2 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代入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2 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加减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 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3 应用二元一次方程组—鸡兔同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4 应用二元一次方程组—增收节支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5 应用二元一次方程组—里程碑上的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6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7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确定一次函数表达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8 三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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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1 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1 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的应用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4 数据的离散程度 方差与标准差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4 数据的离散程度 利用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方差等解决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2 中位数与众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3 从统计图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2 定义与命题 认识定义与命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2 定义与命题 认识证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5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证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5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外角定理的证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1 为什么要证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3 平行线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4 平行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章 平行线的证明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计算器运用与功能探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一款手机资费套餐更合适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个城市夏天更热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一款手机资费套餐更合适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个城市夏天更热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总复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1. 等腰三角形 三角形全等和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1.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与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1.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与反证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1. 等腰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2.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2.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3.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3.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三角形中的垂直平分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4. 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4. 角平分线 三角形中的角平分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5.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图象的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5.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认识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及其解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 不等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2.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3. 不等式的解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图形的平移以及平移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直角坐标系中图形的平移与坐标的变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直角坐标系中图形的两次平移与坐标的变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2. 图形的旋转 图形的旋转以及旋转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2. 图形的旋转 图形的旋转作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3. 中心对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4. 简单的图案设计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2. 提公因式法 公因式为单项式的提公因式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2. 提公因式法 公因式为多项式的提公司因式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3. 公式法 利用平方差公式进行因式分解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3. 公式法 利用完全平方差公式进行因式分解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 1. 因式分解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因式分解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1. 认识分式 分式及分式的相关概念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1. 认识分式 分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同分母分式的加减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异分母分式的加减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分式加减的综合练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认识分式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分式方程的解法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分式方程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2. 分式的乘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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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1.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边和角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1.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一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的综合练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4.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多边形的内角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4.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多边形的外角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3. 三角形的中位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 第六章 平行四边形（通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生活中的“一次模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平面图形的镶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 平面图形的镶嵌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3 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 正方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3 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 正方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第一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通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1 认识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的概念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1 认识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估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2 用配方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配方法求解二次项系数为1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2 用配方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配方法求解二次项系数不是1的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3 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3 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6 应用一元二次方程 建立一元二次方程解决几何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6 应用一元二次方程 建立一元二次方程解决销售问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4 用因式分解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5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 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树状图或表格求简单事件的概率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 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用树状图或表格求稍复杂事件的概率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 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配“紫色”游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2 用频率估计概率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1 成比例线段 成比例线段与比例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1 成比例线段 等比定理及其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利用角的关系判定三角形相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利用边角的关系判定三角形相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利用边的关系判定三角形相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黄金分割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7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相似三角形的对应线段的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7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相似三角形的周长比与面积比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8 图形的位似 位似图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8 图形的位似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2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3 相似多边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5 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的证明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6 利用相似三角形测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相似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1 投影 投影与中心投影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1 投影 平行投影与正投影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2 视图 三视图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2 视图 由三视图确定立体图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投影与视图 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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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1 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3 反比例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反比例函数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制作视力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猜想、证明与拓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池塘里有多少条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猜想、证明与拓广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池塘里有多少条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上册 总复习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1 锐角三角函数 梯子的倾斜程度与正切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1 锐角三角函数 正弦与余弦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2 30°，45°，60°角的三角函数值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3 三角函数的计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4 解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5 三角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6 利用三角函数测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2(a≠0)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2+c(a≠0)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h)2+k(a≠0)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2+bx+c(a≠0)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3 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已知二个条件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3 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已知三点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4 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次函数在几何方面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4 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次函数在销售方面的应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5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二次函数与根的判别式的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5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近似解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 1 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二次函数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4 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4 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圆的内接四边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6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与圆的切线性质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6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圆的切线的判定和三角形的内切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1 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2 圆的对称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3 垂径定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5 确定圆的条件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7 切线长定理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8 圆内接正多边形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9 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圆 复习题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视力的变化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哪种方式更合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设计遮阳蓬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哪种方式更合算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设计遮阳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1 正数与负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1 正数与负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2 数轴、相反数和绝对值（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2 数轴、相反数和绝对值（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2 数轴、相反数和绝对值（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3 有理数的大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3 有理数的大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4 有理数的加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4 有理数的加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4 有理数的加减（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5 有理数的乘除（第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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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5 有理数的乘除（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5 有理数的乘除（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5 有理数的乘除（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6 有理数的乘方（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6 有理数的乘方（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7 近似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1.7 近似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第1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有理数 第1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1 代数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1 代数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1 代数式（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1 代数式（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2 整式加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2 整式加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2.2 整式加减（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整式加减 第2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1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1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1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1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1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2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2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2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3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3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3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3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3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4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4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4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5 三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5 三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3.6 综合与实践 一次方程组与CT技术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第3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一次方程与方程组 第3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1 几何图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1 几何图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2 线段、射线、直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2 线段、射线、直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3 线段的长短比较（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3 线段的长短比较（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4 角（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4 角（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5 角的比较与补（余）角（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5 角的比较与补（余）角（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6 用尺规作线段与角（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4.6 用尺规作线段与角（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直线与角 第4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1 数据的收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1 数据的收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2 数据的整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2 数据的整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3 用统计图描述数据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4 从图表中的数据获取信息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5.5 综合与实践 水资源浪费现象的调查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第5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1 平方根、立方根（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1 平方根、立方根（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1 平方根、立方根（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2 实数（第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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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2 实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6.2 实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6章 实数 第6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1 不等式及其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1 不等式及其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2 一元一次不等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2 一元一次不等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2 一元一次不等式（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7.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第7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1 幂的运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1 幂的运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1 幂的运算（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1 幂的运算（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1 幂的运算（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2 整式乘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2 整式乘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2 整式乘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2 整式乘法（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3 完全平方公式与平方差公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3 完全平方公式与平方差公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3 完全平方公式与平方差公式（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4 因式分解（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4 因式分解（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4 因式分解（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4 因式分解（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5 综合与实践（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8.5 综合与实践（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8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1 分式及其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1 分式及其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1 分式及其基本性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2 分式的运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2 分式的运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2 分式的运算（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2 分式的运算（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3 分式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3 分式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9.3 分式方程（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分式 第9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1 相交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1 相交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1 相交线（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1 相交线（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1 相交线（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2 平行线的判定（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2 平行线的判定（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2 平行线的判定（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2 平行线的判定（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2 平行线的判定（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3 平行线的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3 平行线的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4 平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10.4 平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第10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相交线、平行线与平移 第10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1.1 平面内点的坐标（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1.1 平面内点的坐标（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1.1 平面内点的坐标（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1.2 图形在坐标系中的平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11.2 图形在坐标系中的平移（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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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11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1 函数（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7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2 一次函数（第8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3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3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3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12.4 综合与实践 一次函数模型的应用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第12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章 一次函数 第12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1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1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1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2 命题与证明（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2 命题与证明（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2 命题与证明（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2 命题与证明（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13.2 命题与证明（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章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命题与证明 第13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1 全等三角形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14.2 三角全等的判定（第7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章 全等三角形 第14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1 轴对称图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1 轴对称图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1 轴对称图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2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2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3 等腰三角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3 等腰三角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3 等腰三角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3 等腰三角形（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3 等腰三角形（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4 角的平分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4 角的平分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15.4 角的平分线（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第15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轴对称图形与等腰三角形 第15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1 二次根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1 二次根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运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运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运算（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运算（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16.2 二次根式的运算（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章 二次根式 第16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1 一元二次方程（第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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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1 一元二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2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3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4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4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5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5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17.5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7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17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1 勾股定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1 勾股定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1 勾股定理（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18.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8章 勾股定理 第18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1 多边形内角和（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1 多边形内角和（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1 多边形内角和（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2 平行四边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2 平行四边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2 平行四边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2 平行四边形（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2 平行四边形（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3 矩形、菱形、正方形（第7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19.4 综合与实践 多边形的镶嵌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9章 四边形 第19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1 数据的频数分布（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1 数据的频数分布（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1 数据的频数分布（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7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2 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第8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20.3 综合与实践 体重指数

初中数学 沪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0章 数据的初步分析 第20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1 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2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6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3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3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4 二次函数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4 二次函数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4 二次函数的应用（第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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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5 反比例函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5 反比例函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5 反比例函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21.6 综合实践 获得最大利润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第21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1章 二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 第21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1 比例线段（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1 比例线段（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1 比例线段（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1 比例线段（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第5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3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3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4 图形的位似变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4 图形的位似变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22.5 综合实践 测量与误差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第22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2章 相似形 第22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1 锐角的三角函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1 锐角的三角函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1 锐角的三角函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1 锐角的三角函数（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23.2 解直角三角形及其应用（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第23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3章 解直角三角形 第23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1 旋转（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1 旋转（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1 旋转（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习题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习题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2 圆的基本性质习题课（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3 圆周角（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3 圆周角（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3 圆周角（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4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4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4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4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4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5 三角形的内切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5 三角形的内切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6 正多边形与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6 正多边形与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6 正多边形与圆（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7 弧长与扇形面积（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7 弧长与扇形面积（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24.8 综合实践 进球线路与最佳进门角度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第24章 小结与评价（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4章 圆 第24章 小结与评价（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25.1 投影（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25.1 投影（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25.2 三视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25.2 三视图（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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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25.2 三视图（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5章 投影与视图 第25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1 随机事件（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1 随机事件（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2 等可能情形下的概率计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2 等可能情形下的概率计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2 等可能情形下的概率计算（第3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3 用频率估计概率（第1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3 用频率估计概率（第2课时）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26.4 综合与实践 概率在遗传学中的应用

初中数学 沪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26章 概率初步 第26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1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2.1数轴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2.2相反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2.3绝对值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3有理数大小的比较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4.1有理数的加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4.1有理数的加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4.2有理数的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4.2有理数的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1有理数的乘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1有理数的乘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2有理数的除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5.2有理数的除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6有理数的乘方（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6有理数的乘方（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1.7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有理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1用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2列代数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3代数式的值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4整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5整式的加法和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5整式的加法和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2.5整式的加法和减法（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代数式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1建立一元一次方程模型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2等式的性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4一元一次方程模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4一元一次方程模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4一元一次方程模型的应用（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4一元一次方程模型的应用（4）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1几何图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2线段、射线、直线（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2线段、射线、直线（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3.1角与角的大小比较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3.2角的度量与计算（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4.3.2角的度量与计算（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认识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5.1数据的收集与抽样（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5.1数据的收集与抽样（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5.1数据的收集与抽样（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5.2统计图（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5.2统计图（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小结与复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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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图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1建立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2.1代入消元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2.2加减消元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2.3绝对值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3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3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4三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1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2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2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3单项式的乘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4多项式的乘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1.4多项式的乘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2.1平方差公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2.2完全平方公式（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2.2完全平方公式（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2.2.3运用乘法公式进行计算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章 整式的乘法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3.1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3.2提公因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3.2提公因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3.3公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3.3公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因式分解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1.1相交与平行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1.2相交直线所成的角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2平移（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2平移（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3平行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4平行线的判定（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4平行线的判定（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5垂线（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5垂线（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6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5.1.1轴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5.1.2轴对称变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5.2旋转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5.3图形变换的简单应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轴对称与旋转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6.1.1平均数（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6.1.1平均数（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6.1.2中位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6.1.3众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6.2方差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数据的分析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1分式（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1分式（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2分式的乘法和除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2分式的乘法和除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3.1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3.2零次幂和负整数指数幂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3.3整数指数幂的运算法则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4分式的加法和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4分式的加法和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4分式的加法和减法（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5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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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1.5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式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1三角形（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1三角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1三角形（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2命题与证明（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2命题与证明（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2命题与证明（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3等腰三角形（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3等腰三角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4线段的垂直平分线（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4线段的垂直平分线（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4）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5）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5全等三角形（6）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6用尺规作三角形（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2.6用尺规作三角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三角形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3.1平方根（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3.1平方根（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3.2立方根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3.3实数（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3.3实数（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实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1不等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3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3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4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4.5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1二次根式（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1二次根式（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2二次根式的乘法和除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2二次根式的乘法和除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3二次根式的加法和减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5.3二次根式的加法和减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二次根式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1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Ⅰ）（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1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Ⅰ）（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2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Ⅱ）（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2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Ⅱ）（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2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Ⅱ）（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3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4角平分线的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1.4角平分线的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章 直角三角形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1多边形（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1多边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2.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2.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2.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2.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3中心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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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3中心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4三角形的中位线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5.1矩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5.2矩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6.1菱形的性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6.2菱形的判定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2.7正方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章 四边形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1平面直角坐标系（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1平面直角坐标系（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2简单图形的坐标表示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3轴对称和平移的坐标表示（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3轴对称和平移的坐标表示（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3.3轴对称和平移的坐标表示（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章 图形与坐标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1.1变量与函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1.2函数的表示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2一次函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3一次函数的图象（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3一次函数的图象（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4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一次函数表达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5一次函数的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5一次函数的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4.5一次函数的应用（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章 一次函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频数及其分布 5.1频数与频率（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频数及其分布 5.1频数与频率（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频数及其分布 5.2频数直方图

初中数学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频数及其分布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1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3反比例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1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1配方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1配方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1配方法（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2公式法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3因式分解法（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2.3因式分解法（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3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4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5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2.5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一元二次方程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1.1比例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1.2成比例线段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2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3相似图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1相似三角形的判定（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1相似三角形的判定（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1相似三角形的判定（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1相似三角形的判定（4）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2相似三角形的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4.2相似三角形的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5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6位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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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3.6位似（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图形的相似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1正弦和余弦（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1正弦和余弦（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1正弦和余弦（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2正切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3解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4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4.4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锐角三角函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用样本推断总体 5.1总体平均数与方差的估计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用样本推断总体 5.2统计的简单应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用样本推断总体 5.2统计的简单应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用样本推断总体 小结与复习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1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2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2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2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3）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2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4）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2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5）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3不共线三点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4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联系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1.5二次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章 二次函数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1圆的对称性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2.1圆心角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2.2圆周角（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2.2圆周角（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3垂径定理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4过不共线三点作圆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5.1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5.2圆的切线（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5.2圆的切线（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5.3切线长定理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5.4三角形的内切圆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6弧长与扇形面积（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6弧长与扇形面积（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2.7正多边形与圆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章 圆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3.1投影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3.2直棱柱、圆锥的侧面展开图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3.3三视图（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3.3三视图（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章 投影与视图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1随机事件与可能性（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1随机事件与可能性（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2.1概率的概念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2.2用列举法求概率（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2.2用列举法求概率（2）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4.3用频率估计概率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小结与复习（1）

初中数学 湘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章 概率 小结与复习（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数学与我们同行 第一节 生活 数学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数学与我们同行 第二节 活动 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一节 正数与负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二节 有理数与无理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三节 数轴（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三节 数轴（2）

第 23 页

20
22
精
品
课



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四节 绝对值与相反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四节 绝对值与相反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四节 绝对值与相反数（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五节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五节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五节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五节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六节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六节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六节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七节 有理数的乘方（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七节 有理数的乘方（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八节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第八节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 有理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一节 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二节 代数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二节 代数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三节 代数式的值（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三节 代数式的值（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四节 合并同类项（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四节 合并同类项（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五节 去括号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第六节 整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代数式 代数式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一节 从问题到方程（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一节 从问题到方程（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二节 解一元一次方程（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二节 解一元一次方程（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二节 解一元一次方程（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二节 解一元一次方程（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5）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节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6）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一次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一节 丰富的图形世界（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一节 丰富的图形世界（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二节 图形的运动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三节 展开与折叠（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三节 展开与折叠（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四节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第四节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走进图形世界 走进图形世界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一节 线段、射线、直线（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一节 线段、射线、直线（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二节 角（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二节 角（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三节 余角、补角、对顶角（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三节 余角、补角、对顶角（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四节 平行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五节 垂直（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第五节 垂直（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 平面图形的认识（一）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一节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一节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二节 探索平行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三节 图形的平移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四节 认识三角形（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四节 认识三角形（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五节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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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五节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第五节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一节 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二节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二节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三节 同底数幂的除法（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三节 同底数幂的除法（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第三节 同底数幂的除法（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幂的运算 幂的运算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一节 单项式乘单项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二节 单项式乘多项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三节 多项式乘多项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四节 乘法公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四节 乘法公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四节 乘法公式（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五节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五节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五节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第五节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 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一节 二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二节 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三节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三节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四节 三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五节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五节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五节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二元一次方程组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一节 生活中的不等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二节 不等式的解集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三节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四节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四节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五节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五节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六节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六节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一节 定义与命题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二节 证明（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二节 证明（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二节 证明（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三节 互逆命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第三节 互逆命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证明 证明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一节 全等图形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二节 全等三角形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5）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第三节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6）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一节 轴对称与轴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二节 轴对称的性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二节 轴对称的性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三节 设计轴对称图案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四节 线段、角的轴对称性（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四节 线段、角的轴对称性（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四节 线段、角的轴对称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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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四节 线段、角的轴对称性（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五节 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性（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五节 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性（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第五节 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性（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轴对称图形 轴对称图形的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勾股定理 第一节 勾股定理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勾股定理 第二节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勾股定理 第二节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勾股定理 第三节 勾股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复习课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一节 平方根（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一节 平方根（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二节 立方根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三节 实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三节 实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第四节 近似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实数 实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一节 物体位置的确定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二节 平面直角坐标系（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二节 平面直角坐标系（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二节 平面直角坐标系（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一节 函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一节 函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二节 一次函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二节 一次函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三节 一次函数的图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三节 一次函数的图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四节 用一次函数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四节 用一次函数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五节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第六节 一次函数、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不等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6章 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一节 普查与抽样调查（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一节 普查与抽样调查（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二节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二节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二节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三节 频数与频率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四节 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直方图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认识概率 第一节 确定事件与随机事件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认识概率 第二节 可能性的大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认识概率 第三节 频率与概率（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认识概率 第三节 频率与概率（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认识概率 认识概率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一节 图形的旋转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二节 中心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三节 平行四边形（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三节 平行四边形（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三节 平行四边形（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四节 矩形、菱形、正方形（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四节 矩形、菱形、正方形（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四节 矩形、菱形、正方形（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四节 矩形、菱形、正方形（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四节 矩形、菱形、正方形（5）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五节 三角形的中位线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一节 分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二节 分式的基本性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二节 分式的基本性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二节 分式的基本性质（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三节 分式的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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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四节 分式的乘除（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四节 分式的乘除（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五节 分式方程（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五节 分式方程（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第五节 分式方程（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分式 分式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一节 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二节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二节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二节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三节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三节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反比例函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一节 二次根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一节 二次根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二节 二次根式的乘除（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二节 二次根式的乘除（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二节 二次根式的乘除（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二节 二次根式的乘除（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三节 二次根式的加减（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三节 二次根式的加减（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章 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一节 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1）——直接开平方法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2）——配方法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3）——配方法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4）——公式法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5）——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6）——因式分解法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三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四节 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问题（1）——铁丝围矩形、商店利润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四节 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问题（2）——衬衫销售、龙湾景区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第四节 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问题（3）——缉私船、动点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一节 圆（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一节 圆（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二节 圆的对称性（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二节 圆的对称性（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三节 确定圆的条件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四节 圆周角（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四节 圆周角（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四节 圆周角（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五节 直线与圆的关系（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五节 直线与圆的关系（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五节 直线与圆的关系（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五节 直线与圆的关系（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六节 正多边形与圆（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六节 正多边形与圆（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七节 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第八节 圆锥的侧面积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对称图形——圆 对称图形——圆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一节 平均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一节 平均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二节 中位数与众数（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二节 中位数与众数（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三节 用计算器求平均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四节 方差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第五节 用计算器求方差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第一节 等可能性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第二节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一）（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第二节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一）（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第二节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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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第三节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二）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 等可能条件下的概率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一节 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二节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二节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二节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二节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三节 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二次函数表达式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四节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四节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五节 用二次函数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第五节 用二次函数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一节 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二节 黄金分割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三节 相似图形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四节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四节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四节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3）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四节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4）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四节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5）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五节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五节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六节 图形的位似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七节 用相似三角形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第七节 用相似三角形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图形的相似 图形的相似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一节 正切（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一节 正切（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二节 正弦、余弦（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二节 正弦、余弦（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三节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四节 由三角函数值求锐角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五节 解直角三角形（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五节 解直角三角形（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六节 用锐角三角函数解决问题（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六节 用锐角三角函数解决问题（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第六节 用锐角三角函数解决问题（3）—— 观测气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锐角三角函数 锐角三角函数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一节 中学生的视力情况调查（1）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一节 中学生的视力情况调查（2）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二节 货比三家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三节 统计分析帮你做预测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四节 抽签方法合理吗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五节 概率帮你做估计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第六节 收取多少保险费才合理

初中数学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 统计和概率的简单应用小结与思考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1 1.1我们身边的图形世界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2 1.2几何图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2 1.2几何图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3 1.3线段、射线和直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3 1.3线段、射线和直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4 1.4线段的比较和作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4 1.4线段的比较和作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基本的几何图形->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信息窗1 2.1有理数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信息窗2 2.2数轴（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信息窗2 2.2数轴（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信息窗3 2.3相反数与绝对值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有理数->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1 3.1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1 3.1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1 3.1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第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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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1 3.1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2 3.2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2 3.2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2 3.2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3 3.3有理数的乘方（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3 3.3有理数的乘方（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4 3.4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5 3.5用计算器进行有理数运算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有理数的运算->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1 4.1普查与抽样调查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2 4.2简单随机抽样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3 4.3数据的整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4 4.4扇形统计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4 4.4扇形统计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1 5.1用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2 5.2代数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2 5.2代数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3 5.3代数式的值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4 5.4生活中的常量与变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5 5.5函数的初步认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5 5.5函数的初步认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代数式与函数的初步认识->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你知道的数学公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你知道的数学公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1 6.1单项式与多项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2 6.2同类项（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2 6.2同类项（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3 6.3去括号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4 6.4整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整式的加减->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1 7.1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2 7.2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3 7.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3 7.3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5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4 7.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第6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一元一次方程->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1 8.1角的表示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2 8.2角的比较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3 8.3角的度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3 8.3角的度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4 8.4对顶角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5 8.5垂直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角->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1 9.1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2 9.2平行线和它的画法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3 9.3平行线的判定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4 9.4平行线的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4 9.4平行线的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平行线->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1 10.1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2 10.2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2 10.2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3 *10.3三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4 10.4列方程组解应用题（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4 10.4列方程组解应用题（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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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4 10.4列方程组解应用题（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方程组->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1 11.1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2 11.2积的乘方与幂的乘方（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2 11.2积的乘方与幂的乘方（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3 11.3单项式的乘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3 11.3单项式的乘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4 11.4多项式的乘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4 11.4多项式的乘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5 11.5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6 11.6零指数幂和负整数指数幂（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6 11.6零指数幂和负整数指数幂（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6 11.6零指数幂和负整数指数幂（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6 11.6零指数幂和负整数指数幂（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整式的乘除->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1 12.1平方差公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2 12.2完全平方公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2 12.2完全平方公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3 12.3用提公因式法进行因式分解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4 12.4用公式法进行因式分解（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4 12.4用公式法进行因式分解（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乘法公式和因式分解->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1 13.1三角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1 13.1三角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1 13.1三角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1 13.1三角形（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2 13.2多边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2 13.2多边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3 13.3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3 13.3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多边形的密铺（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多边形的密铺（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1 14.1用有序数对表示位置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2 14.2平面直角坐标系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3 14.3直角坐标系中的简单图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3 14.3直角坐标系中的简单图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4 14.4用方向和距离描述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位置与坐标->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1 1.1全等三角形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全等（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全等（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全等（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3 1.3尺规作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3 1.3尺规作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3 1.3尺规作图（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1章 全等三角形->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1 2.1图形的轴对称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2 2.2轴对称的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2 2.2轴对称的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3 2.3轴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4 2.4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4 2.4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5 2.5角平分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6 2.6等腰三角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6 2.6等腰三角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6 2.6等腰三角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2章 图形的轴对称->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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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1 3.1分式的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1 3.1分式的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2 3.2分式的约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3 3.3分式的乘法与除法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4 3.4分式的通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5 3.5分式的加法与减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5 3.5分式的加法与减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5 3.5分式的加法与减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6 3.6比和比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6 3.6比和比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6 3.6比和比例（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7 3.7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7 3.7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7 3.7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7 3.7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3章 分式->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1 4.1加权平均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1 4.1加权平均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2 4.2中位数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3 4.3众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3 4.3众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4 4.4数据的离散程度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5 4.5方差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6 4.6用计算器计算平均数和方差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4章 数据分析->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由1拃长引发的探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由1拃长引发的探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1 5.1定义与命题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2 5.2为什么要证明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3 5.3什么是几何证明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4 5.4平行线的性质定理和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5 5.5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5 5.5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6 5.6几何证明举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6 5.6几何证明举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6 5.6几何证明举例（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6 5.6几何证明举例（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6 5.6几何证明举例（第5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上册 第5章 几何证明初步->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1 6.1平行四边形及其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1 6.1平行四边形及其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2 6.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2 6.2平行四边形的判定（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3 6.3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3 6.3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3 6.3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3 6.3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4 6.4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6章 平行四边形->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1 7.1算术平方根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2 7.2勾股定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3 7.3根号2是有理数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3 7.3根号2是有理数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4 7.4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5 7.5平方根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6 7.6立方根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7 7.7用计算器求平方根和立方根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8 7.8实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8 7.8实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8 7.8实数（第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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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9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7章 实数->信息窗9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1 8.1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1 8.1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2 8.2一元一次不等式（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2 8.2一元一次不等式（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3 8.3列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应用题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4 8.4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4 8.4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8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1 9.1二次根式和它的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1 9.1二次根式和它的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1 9.1二次根式和它的性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2 9.2二次根式的加法与减法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3 9.3二次根式的乘法与除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3 9.3二次根式的乘法与除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9章 二次根式->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1 10.1函数的图象（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1 10.1函数的图象（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2 10.2一次函数和它的图象（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2 10.2一次函数和它的图象（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3 10.3一次函数的性质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4 10.4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5 10.5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6 10.6一次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章 一次函数->信息窗7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1 11.1图形的平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1 11.1图形的平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1 11.1图形的平移（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2 11.2图形的旋转（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2 11.2图形的旋转（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2 11.2图形的旋转（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3 11.3图形的中心对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3 11.3图形的中心对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哪条路径最短（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哪条路径最短（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1 1.1相似多边形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相似（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相似（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相似（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相似（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2 1.2怎样判定三角形相似（第5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3 1.3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3 1.3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4 1.4图形的位似（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4 1.4图形的位似（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1章 图形的相似->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1 2.1锐角三角比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2 2.230°，45°，60°角的三角比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3 2.3用计算器求锐角三角比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4 2.4解直角三角形（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4 2.4解直角三角形（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5 2.5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5 2.5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5 2.5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2章 解直角三角形->信息窗6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1 3.1圆的对称性（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1 3.1圆的对称性（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1 3.1圆的对称性（第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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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2 3.2确定圆的条件（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2 3.2确定圆的条件（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3 3.3圆周角（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3 3.3圆周角（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3 3.3圆周角（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4 3.4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4 3.4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4 3.4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5 3.5三角形的内切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6 3.6弧长及扇形面积的计算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7 3.7正多边形与圆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3章 对圆的进一步认识->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1 4.1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2 4.2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2 4.2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3 4.3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3 4.3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4 4.4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4 4.4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5 4.5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6 4.6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7 4.7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7 4.7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7 4.7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第4章 一元二次方程->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信息窗1 黄金分割与五角星（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信息窗1 黄金分割与五角星（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1 5.1函数与它的表示法（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1 5.1函数与它的表示法（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1 5.1函数与它的表示法（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2 5.2反比例函数（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2 5.2反比例函数（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2 5.2反比例函数（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2 5.2反比例函数（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3 5.3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4 5.4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4 5.4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4 5.4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4 5.4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第4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5 5.5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6 5.6二次函数的图象与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7 5.7二次函数的应用（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7 5.7二次函数的应用（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5章 对函数的再探索 ->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实际问题与分段函数模型（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实际问题与分段函数模型（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1 6.1随机事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2 6.2频数与频率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3 6.3频数直方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3 6.3频数直方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4 6.4随机现象的变化趋势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5 6.5事件的概率（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5 6.5事件的概率（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6 6.6简单的概率计算（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6 6.6简单的概率计算（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6 6.6简单的概率计算（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7 6.7利用画树状图和列表计算概率（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7 6.7利用画树状图和列表计算概率（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6章 事件的概率->信息窗8 回顾与总结（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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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质数的分布（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信息窗1 质数的分布（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1 7.1几种常见的几何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2 7.2直棱柱的侧面展开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2 7.2直棱柱的侧面展开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3 7.3圆柱的侧面展开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3 7.3圆柱的侧面展开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4 7.4圆锥的侧面展开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4 7.4圆锥的侧面展开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7章 空间图形的初步认识->信息窗5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1 8.1中心投影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2 8.2平行投影（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2 8.2平行投影（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2 8.2平行投影（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3 8.3物体的三视图（第1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3 8.3物体的三视图（第2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3 8.3物体的三视图（第3课时）

初中数学 青岛版 九年级下册 第8章 投影与识图->信息窗4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1 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几种常见的几何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1 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点、线、面、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2 展开与折叠 正方体的展开与折叠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2 展开与折叠 棱柱、圆锥、圆柱的展开与折叠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3 截一个几何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4 从三个方向看物体的形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丰富的图形世界 回顾和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4 有理数的加法 探索和归纳有理数的加法法则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4 有理数的加法 探索和归纳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包括小数或分数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适当运用运算律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6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有理数及其加减运算的简单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7 有理数的乘法 探索并运用有理数的乘法法则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7 有理数的乘法 探索并运用有理数乘法的运算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9 有理数的乘方 有理数的乘方意义和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9 有理数的乘方 感受乘方运算的结果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回顾和思考 有理数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回顾和思考 有理数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 有理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2 数轴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3 绝对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5 有理数的减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8 有理数的除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0 科学记数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1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2 近似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有理数及其运算 13 用计算器进行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2 代数式 认识代数式并表示简单的数量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2 代数式 现实情境与代数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2 代数式 代数式的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合并同类项 合并同类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4 合并同类项 化简并求整式的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6 整式的加减 探索整式的加减运算法则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6 整式的加减 整式加减运算法则的灵活运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7 探索与表达规律 探索并用字母表示图形摆放中的规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7 探索与表达规律 探索并用字母表示日历中各数的规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回顾与思考 整式及其加减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回顾与思考 整式及其加减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1 用字母表示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3 整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5 去括号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整式及其加减 综合与实践 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无盖长方体容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1 等式与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有关概念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1 等式与方程 归纳并运用等式的基本性质解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2 解一元一次方程 用移项法解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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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2 解一元一次方程 解含括号的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2 解一元一次方程 解含分数系数的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2 解一元一次方程 解含多层括号和分母中有小数的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年龄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体积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销售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售票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行程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3 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储蓄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回顾和思考 一元一次方程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回顾和思考 一元一次方程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综合与实践 探寻神奇的幻方 认识幻方并探寻其简单的数量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一元一次方程->综合与实践 探寻神奇的幻方 深入探寻幻方中各种数量关系并用字母表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1 线段、射线、 直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2 比较线段的长短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3 角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4 角的比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5 多边形和圆的初步认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章 基本平面图形 回顾和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幂的乘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 积的乘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4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4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含有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的运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4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绝对值较小的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5 整式的乘法 单项式乘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5 整式的乘法 单项式乘以多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5 整式的乘法 一次多项式乘以一次多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5 整式的乘法 一次多项式乘以一个二次多项式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6 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的探索与简单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6 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的几何解释与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7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的探索与简单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7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的几何解释与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8 整式的除法 单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8 整式的除法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回顾与思考 整式乘除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回顾与思考 整式乘除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综合与实践 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综合与实践 设计自己的运算程序 展示自己设计的运算程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 1 同底数幂的乘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整式的乘除 3 同底数幂的除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1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相交线与平行线及相交线造成的有关角的概念与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1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两直线垂直及其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2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利用同位角的数量关系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2 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利用同位角和同旁内角的数量关系探索两直线平行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3 平行线的性质 探索平行线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3 平行线的性质 平行线性质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4 用尺规作角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2 普查和抽样调查 普查与抽样调查的有关概念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2 普查和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的特点及注意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与制作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获取扇形统计图中的信息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频数与频数直方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3 数据的表示 频数直方图的绘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4 统计图的选择 统计图的选择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4 统计图的选择 观察统计图应注意的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综合与实践  关注人口老龄化 设计方案形成报告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综合与实践  关注人口老龄化 交流完善方案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 数据的收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3 用图象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图象中获取变量之间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3 用图象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语言描述图象所表示的变化过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3 用图象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图象讨论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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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1 用表格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2 用表达式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与它的内角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按角分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线和角平分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1 认识三角形 三角形的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从三边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从两角及一边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从两边及一角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3 探索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全等三角形判定条件的综合运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回顾与思考 三角形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回顾与思考 三角形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 2 图形的全等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 4 三角形的尺规作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三角形 5 利用三角形全等测距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角的平分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3 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等腰三角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综合与实践 七巧板 七巧板——认识七巧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综合与实践 七巧板 七巧板——拼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 1 轴对称现象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 2 探索轴对称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 4 利用轴对称进行设计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轴对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1 探索勾股定理 探索勾股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1 探索勾股定理 验证勾股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3 勾股定理的应用举例 勾股定理的应用举例（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3 勾股定理的应用举例 勾股定理的应用举例（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 2 一定是直角三角形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勾股定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1 无理数 无理数产生的实际背景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1 无理数 无理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2 平方根 算术平方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2 平方根 平方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6 实数 实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6 实数 实数的比较和计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综合与实践 计算机运用与功能探索 计算机运用与功能探索——小组合作研究相关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综合与实践 计算机运用与功能探索 计算机运用与功能探索——班内展示交流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 3 立方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 4 估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 5 用计算器开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实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及其有关概念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坐标系中点与坐标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2 平面直角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3 轴对称与坐标变化 轴对称与坐标变化（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3 轴对称与坐标变化 轴对称与坐标变化（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回顾与思考 位置与坐标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回顾与思考 位置与坐标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位置与坐标 1 确定位置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3 一次函数的图像 次函数y=kx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3 一次函数的图像 一次函数y=kx+b的图象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3 一次函数的图像 一次函数y=kx+b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5 一次函数的应用 一个一次函数图象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5 一次函数的应用 两个一次函数图象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 1 函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 2 一次函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 4 确定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一次函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2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2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加减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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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3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3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3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3）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4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4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5 三元一次方程组 三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5 三元一次方程组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1 二元一次方程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1 定义与命题 定义与命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1 定义与命题 命题的分类和结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6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6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外角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6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内角和与外角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回顾与思考 有关证明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回顾与思考 有关证明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 2 证明的必要性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 3 基本事实与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 4 平行线的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平行线的有关证明 5 平行线的性质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2 频率的稳定性 抛掷图钉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2 频率的稳定性 抛掷硬币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摸球活动中的概率（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摸球活动中的概率（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图形面积中的概率（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3 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图形面积中的概率（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 1 感受可能性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概率初步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1 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判定的基本事实和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1 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判定和性质的运用（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1 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判定和性质的运用（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2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2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性质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2 等腰三角形 探究等边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2 等腰三角形 反证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3 直角三角形 勾股定理和它的逆定理的证明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3 直角三角形 证明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斜边、直角边”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4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4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性质和判定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5 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5 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性质和判定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回顾与思考 三角形有关证明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三角形的有关证明->回顾与思考 三角形有关证明中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4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5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5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6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特定解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回顾与思考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回顾与思考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综合与实践 生活中的“一次模型” 生活中的“一次模型”——发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综合与实践 生活中的“一次模型” 生活中的“一次模型”——交流与分享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 不等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2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3 不等式的解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2 提公因式法 提公因式法（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2 提公因式法 提公因式法（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3 公式法 公式法——平方差公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3 公式法 公式法——完全平方公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3 公式法 公式法的灵活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 1 因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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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因式分解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1 认识分式 分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1 认识分式 分式的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2 分式的乘除法 分式的分子和分母是单项式的乘除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2 分式的乘除法 分式的分子和分母是多项式的乘除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同分母分式的加减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异分母分式的加减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3 分式的加减法 分式的化简求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分式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解分式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分式方程的应用（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4 分式方程 分式方程的应用（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回顾与思考 分式与分式方程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分式与分式方程->回顾与思考 分式与分式方程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1 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1 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4 数据的离散程度 数据的离散程度（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4 数据的离散程度 数据的离散程度（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 2 中位数与众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 3 从统计图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数据的分析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个城市夏天最热——研制调查方案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 哪个城市夏天最热——交流数据得出结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图形的平移和它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简单的平移画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形的平移（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1 图形的平移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形的平移（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2 图形的旋转 图形的旋转和它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2 图形的旋转 简单的旋转画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2 图形的旋转 图形旋转性质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3 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3 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图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4 图形变化的简单应用 图形变化的简单应用（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4 图形变化的简单应用 图形变化的简单应用（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回顾与思考 图形平移与旋转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回顾与思考 图形平移与旋转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1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对称性、对边与对角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1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对角线及平行四边形性质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1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对角线及平行四边形性质的综合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利用两组对边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利用一组对边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2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利用对角线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3 三角形的中位线 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及其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3 三角形的中位线 证明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的逆命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4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多边形的内角和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4 多边形的内角和与外角和 多边形的外角和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回顾与思考 平行四边形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回顾与思考 平行四边形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平行四边形 复习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平面图形的镶嵌 平面图形的镶嵌（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综合与实践->平面图形的镶嵌 平面图形的镶嵌（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的性质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的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1 菱形的性质与判定 菱形性质和判定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的性质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的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2 矩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性质和判定定理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3 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 正方形的性质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3 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 正方形的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特殊平行四边形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2 二次根式的性质 积的算术平方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2 二次根式的性质 商的算术平方根及最简二次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4 二次根式的乘除 二次根式的乘法与除法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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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4 二次根式的乘除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 1 二次根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 3 二次根式的加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二次根式 回顾与总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1 一元二次方程 认识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1 一元二次方程 估计一元二次方程的根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2 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开平方法解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2 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配方法解二次项系数是1的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2 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3 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及其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3 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在实数范围内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3 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6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面积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6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利率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6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营销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6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图形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回顾与总结 一元二次方程的知识结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回顾与总结 一元二次方程有关的典型例题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 4 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一元二次方程 5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1 成比例线段 成比例线段及其基本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1 成比例线段 比例的合比性质与等比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两角分别相等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4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探索三角形相似的条件——三边成比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8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1——对应线段的比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8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2——周长比和面积比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9 利用位似放缩图形 位似图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9 利用位似放缩图形 利用位似放缩图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回顾与思考 图形相似的知识结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回顾与思考 图形相似有关的典型例题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2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3 相似多边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5 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的证明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6 黄金分割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7 利用相似三角形测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图形的相似 复习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 制作视力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直觉的误导 直觉的误导（步骤1——3）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综合与实践->直觉的误导 直觉的误导（步骤4——6）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综合与实践->能将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同时加倍吗？ 能将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同时加倍吗——探究“倍增”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综合与实践->能将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同时加倍吗？ 能将矩形的周长和面积同时加倍吗——探究“减半”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1．反比例函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3．反比例函数的应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 第一章 反比例函数（通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1．锐角三角函数 锐角三角函数——正切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1．锐角三角函数 锐角三角函数——正弦和余弦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3．用计算器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由已知锐角求锐角的三角函数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3．用计算器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由锐角三角函数值求该锐角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4．解直角三角形 利用两边解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4．解直角三角形 利用一锐角和一边解直角三角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4．解直角三角形 利用解直角三角形解决有关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5．三角函数的应用 三角函数的应用（1）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5．三角函数的应用 三角函数的应用（2）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回顾与思考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回顾与思考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综合与实践->设计遮阳篷 设计遮阳篷——分析与设计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综合与实践->设计遮阳篷 设计遮阳篷——制作与展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2．30°，45°，60°角的三角函数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6．利用三角函数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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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1．对函数的再认识 函数与函数值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1．对函数的再认识 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3．二次函数y=ax²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²的图象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3．二次函数y=ax²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²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4．二次函数y=ax²+bx+c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²+k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4．二次函数y=ax²+bx+c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h)²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4．二次函数y=ax²+bx+c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y=a(x-h)²+k的图象与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4．二次函数y=ax²+bx+c的图象与性质 推导二次函数y=ax²+bx+c图象的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公式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5．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建立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5．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建立三元一次方程组求解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6．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次函数的应用——求最大面积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6．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次函数的应用——求最大利润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6．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次函数的应用——研究抛物线型物体的性质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7．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探究二次函数图象和横轴的交点个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解个数之间的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7．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组的图像解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回顾与思考 二次函数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回顾与思考 二次函数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二次函数 2．二次函数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1．投影 投影与中心投影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1．投影 平行投影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1．投影 正投影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2．视图 认识三视图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2．视图 直棱柱三视图的画法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2．视图 根据视图描述简单的几何体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投影与视图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2．圆的对称性 圆的对称性——圆心角、弧、弦之间关系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2．圆的对称性 圆的对称性——圆心角与它所对弧的度数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4．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及其相关推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4．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圆周角定理的推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5．确定圆的条件 探究确定圆的条件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5．确定圆的条件 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定理及其推论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6．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6．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切线的性质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6．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切线的判定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6．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三角形的内切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8．正多边形和圆 画圆内接正多边形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8．正多边形和圆 正多边形有关概念与计算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回顾与思考 圆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回顾与思考 有关圆的典型例题的解析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 1．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 3．垂径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 7．切线长定理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 9．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圆 10．圆锥的侧面积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画树状图或列表格求“掷硬币”中的概率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画树状图或列表格求“石头、剪刀、布”和“猜数”中的概率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1．用树状图或表格求概率 画树状图或列表格求“配紫色”中的概率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3．用频率估计概率 用频率估计概率——投针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3．用频率估计概率 用频率估计概率——生日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3．用频率估计概率 用频率估计概率——生肖问题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综合与实践 统计活动——视力的变化 视力的变化——经历统计过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综合与实践 统计活动——视力的变化 视力的变化——反思统计过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综合与实践 折纸与数学 折纸与数学——经历折纸过程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综合与实践 折纸与数学 视力的变化——反思折纸中的数学因素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2．生活中的概率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回顾与思考

初中数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对概率的进一步认识 综合与实践 哪种方式更合算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1 Good morning! 1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1 Good morning! 3a—3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2 What's this in English? 3a—3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2 What's this in English? 4a—4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3 What color is it? 1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3 What color is it? 3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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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Units->3 What color is it? 4a—4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y name's Gina.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y name's Gina.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y name's Gina. Section B 1a—1f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A Grammar focus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ction B 2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B 2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B 2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B 1a—1f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B 3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m watching TV.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m watching TV.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m watching TV.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m watching TV.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It’s raining!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b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It’s raining!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It’s raining!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It’s raining! Section B 3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9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0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B 3a—3c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b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1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2a—2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2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2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2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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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9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0 If you go to the party,you '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4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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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9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0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2a—2f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1a—1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2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2a—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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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b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A 1a—1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ection A Grammar focus 4a—4b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ection B 3a—3b Self check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1 hello!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2 Teacher and Student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3 Welcome to Our Schoo1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4 what Is I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5 May I Have a Book?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Lesson 6 Things for Schoo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School and Friend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7 Jenny’s New Skir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8 Danny’s Favourite Colou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9 Whose Coat Is Thi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10 Clothes for a Cold 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11 Clothes around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Lesson 12 Let’s Go Shopp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and clothe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3 Body Part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4 Colours and Feeling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5 Tall or Shor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6 Happy or Sa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7 Seening a Docto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Lesson 18 We All Look Differe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Body Parts and Feeling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19 Time for Breakfas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20 I Like the Supermarke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21 At the Marke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22 In the Restaura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23 The Corner Sto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Lesson 24 Eat Good Foo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Food and Restaurant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25 Jenny’s Famil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26 Li ming’s Famil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27 Danny at Hom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28 Family Picni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29 A Birthday Car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Lesson 30 Grandma’s Birthday Part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Family and Hom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1 Let’s Go to Booksto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2 At the Supermarke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3 Let’s Go to the Zoo!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4 On the Far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5 Let’s Go to the Museu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Lesson 36 Let’s Go to the Movie Theat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Let’s Go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37 Seasons and Weath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38 Nick’s Busy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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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39 A Class Calenda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40 When Is Your Birth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41 Holiday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Lesson 42 Happy Holiday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Days and Month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3 Directio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4 Jack’s Goodbye Part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5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6 Canada and The U.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7 The U.K. and Austuali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Lesson 48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IPA Symbol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Vocabulary (Ⅰ)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Vocabulary (Ⅱ)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Structures and Expressio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上册 Gramma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1 A Trip to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2 Meet You in Beij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3 A Visit to Xi’a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4 A Visit to Lanzhou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5 Another Stop along the Silk Roa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Lesson 6 Jenny’s Diar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A Trip to the Silk Road Uin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7 What’s Your Project abou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8 Marco Polo and the Silk Roa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9 Danny’s School Projec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10 Music and Dan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11 Food in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Lesson 12 A Blog about the Silk Roa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t’s Show Tim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3 How Is School Go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4 Jenny’s School Lif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5 Making a Differen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6 We Are with You!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7 School Science Fai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Lesson 18 Teaching in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School Lif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19 A Dinner Dat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20 Join Our Club!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21 What Is Your Club Typ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22 Big Plans for the Weeken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23 A Weekend with Grandm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Lesson 24 How Was Your Weeken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After-School Activitie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25 A Phone Frien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26 Online Phone Call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27 Amazing Englis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28 How Do I Learn Englis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29 A Door to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Lesson 30 Writing an E-mail in Englis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I Love Learning English!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1 What Strange Weath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2 I Can’t Wait for Wint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3 Kim’s Favourite Seas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4 Steven’s Repor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5 Surfing in Sydne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Lesson 36 Spring in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Season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37 You Are What You Ea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38 Stay Health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39 Danny’s Repor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40 Move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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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41 Were People Healthy The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Lesson 42 Know Yourself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Sports and Good Health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3 Have a Good Summ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4 Volunteering in Summ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5 Baseball Seas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6 Getting Ready for Summer Holi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7 Summer Pla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Lesson 48 Li Ming’s Summer Holi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Summer Holiday Is Coming!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Prounncci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Vocabulary (Ⅰ)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Vocabulary (Ⅱ)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Structures and Expressio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七年级下册 Gramma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1 Back to Schoo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2 Many Faces, One Pictu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3 Getting to Know You!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4 Best Friend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5 Meet Ms.Liu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Lesson 6 Jenny’s Week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Me and My Clas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7 Don’t Be Late for Clas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8 E-mail Help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9 I Don’t Want to Miss Geograph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10 Looking for Lis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11 Lily Kaens about Chin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Lesson 12 Karen’s Hair Stood Up!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My Favourite School Subject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3 I Love Autum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4 Happy Memorie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5 A Present for Li M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6 Happy Thanksgiv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7 Presents from Canad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Lesson 18 Li Ming’s Birth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milies Celebrate Together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19 The Best Neighbourhoo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20 No Stopp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21 Eat a Donut and Turn Righ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22 I Like My Neighbourhoo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23 People in My Neighbourhoo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Lesson 24 I Need a Map!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My Neighbourhood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25 I Want to Be a Teach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26 What Will I B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27 What’s Your Advi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28 Rich or Poor? It Doesn’t Matt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29 Our Ambitions and Dream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Lesson 30 A Famous Frien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My Futur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1 How Do You Trave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2 Trains Go Fast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3 Life on Wheel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4 Flying Donut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5 Future Transport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Lesson 36 Clean Ca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Go with Transportation!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37 What’s Your hobb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38 Hobbies Are Fu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39 Danny’s hobb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40 What’s Paul’s Hobb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41 Show and Tel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Lesson 42 The New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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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Enjoy Your Hobby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3 What Makes You Uniqu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4 Georgia Plays Basketbal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5 Be Yourself!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6 My Drea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7 I Made I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Lesson 48 Li Ming’s Repor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Celebranting M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Prounncci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Structures and Expressio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上册 Gramma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1 How’s the Weath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2 It’s Getting Warm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3 The Sun Is Ris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4 The Spring Cit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5 Babysitting on a Spring D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Lesson 6 Stories about Spr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Spring Is Coming!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7 Planting Tree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8 Why Are Plants Importa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9 Gardening with Mar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10 Make Your Garden Gro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11 Amazing Plant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Lesson 12 Danny’s Pla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Plant a Plant!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3 Danny’s Big Sca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4 Amazing Animal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5 The Zoo Is Ope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6 The Bear Escape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7 Save the Tige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Lesson 18 Friendship Between Animal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Animals Are Our Friend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19 How Do You Use the Interne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20 A Computer Help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21 Books or Compute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22 Travel on the Interne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23 The Internet — Good or Ba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Lesson 24 An E-mail to Grandp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The Internet Connects U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25 Raising Mone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26 Cookies, Pleas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27 Business Englis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28 Ms. Liu’s Great Ide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29 How to Push a Produc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Lesson 30 A Cookie Sal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Buying and Selling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1 Don’t Fall, Dann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2 My Favourite Recor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3 2 800 Years of Sport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4 Modern Olympic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5 The Dream Tea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Lesson 36 Classroom Olympic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Be a Champion!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37 Let’s Learn Geograph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38 The World Is a Big Pla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39 Ring Up or Cal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40 Body Languag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41 A Class of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Lesson 42 North America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Know Our World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3 Let’s Clean Up!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4 Environment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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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5 Let’s Sort Garbag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6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7 Connected to Natu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Lesson 48 Garbage Is Interest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Save Our World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Pronunci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Structures and Expression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Irregular Verb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八年级下册 Gramma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1 What’s Wrong, Dann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2 A Visit to the Dentis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3 Good Food, Good Healt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4 Don’t Smoke, Pleas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5 Jane’s Lucky Lif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Lesson 6 Stay Away from the Hospital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Stay Healthy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7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8 A Universe of Though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9 China’s Most Famous “Farm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10 Touch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11 To China, with Lov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Lesson 12 Guess My Hero!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Great Peopl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3 Be Careful, Dann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4 Accidents Happe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5 My Helmet Saved My Lif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6 How Safe Is Your Hom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7 Staying Safe in an Earthquak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Lesson 18 Never Catch a Dinosau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Safety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19 A Story or a Poe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20 Say It in Fiv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21 The Fable of the Woodcutter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22 The Giant ( I )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23 The Giant ( II )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Lesson 24 Writing a Poem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tories and Poem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25 Let’s Do an Experimen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26 Keep the Candle Burn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27 Planet Dann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28 The Study of Living Thing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29 DNA — The Story of You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Lesson 30 Science Affects U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ook into Scienc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1 A Movie or a Play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2 Moving Picture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3 The Fisherman and the Goldfish ( I )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4 The Fisherman and the Goldfish ( II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5 Theatres Are Fu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Lesson 36 Making Plays Is Fu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Movies and Theatr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37 Don’t Figh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38 Making School a Better Pla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39 The Dove and the Olive Branc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40 The UN — The Power of Word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41 Jenny’s Good Advic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Lesson 42 Peace at Last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Work for Peac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3 A Visit to Chinatow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4 Popular Saying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5 Different Manne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6 Home to Many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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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7 Good Manne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Lesson 48 Supper with the Bradshaw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Culture Shapes Us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49 Get Along with Other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50 Tips for Good Communic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51 What Could Be Wro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52 The Power of a Smil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53 Working in Group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Lesson 54 How Embarrassing!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Communication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55 Look into the Futur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56 Manage Your Time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57 Best Wishes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58 Ms. Liu’s Speech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59 Keep Your Choices Ope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Lesson 60 Get a Good Education

初中英语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Get Ready for the Future Unit Review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A You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A You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B Your Friend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B Your Friend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C Your Famil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Ⅰ Get Ready C Your Famil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Ⅱ Get Ready D Your Classroom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Ⅱ Get Ready D Your Classroom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Ⅱ Get Ready E Your Room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Part Ⅱ Get Ready E Your Room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1 Photos of U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1 Photos of U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2 What Do They Look Lik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2 What Do They Look Lik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3 Happy Birthda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Lesson 3 Happy Birthda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Family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4 School Thing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4 School Thing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5 Before Clas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5 Before Clas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6 A School Da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Lesson 6 A School Da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7 Time to Tid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7 Time to Tid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8 Whose Ball is Thi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8 Whose Ball is Thi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9 Near My Hom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Lesson 9 Near My Hom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m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0 My Interest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0 My Interest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1 A Skills Surve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1 A Skills Surve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2 China's Got Talent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Lesson 12 China's Got Talent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Interests and Skill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Lesson 1 After School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Lesson 2 A Dangerous Job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Lesson 2 A Dangerous Job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Lesson 3 Safety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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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Lesson 3 Safety First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aily Lif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Lesson 4 Helping at Hom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Lesson 4 Helping at Hom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Lesson 5 Talking to Friend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Lesson 5 Talking to Friend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Lesson 6 Going Out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On the Weekend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Lesson 7 Shopping for Food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Lesson 8 At a Restaurant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Lesson 8 At a Restaurant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Lesson 9 Food for Sport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Lesson 9 Food for Sport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Food and Drink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Weather in Beijing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Weather in Beijing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Lesson 11 Weather Around the World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Lesson 12 Summer Holida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Lesson 12 Summer Holida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Seasons and Weather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Lesson 13 Changes in Our Town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Lesson 13 Changes in Our Town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Lesson 14 My First Da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Lesson 14 My First Da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Lesson 15 My favourite teacher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Now and Then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Lesson 16 My Favourite Animal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Lesson 17 Interesting Animal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Lesson 17 Interesting Animal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Lesson 18 An Animal Stor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Lesson 18 An Animal Stor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The Animal Kingdom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1 Last Week on TV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1 Last Week on TV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2 An Interview on TV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2 An Interview on TV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3 The Big Gam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Lesson 3 The Big Gam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4 Class Project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4 Class Project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5 Teamwork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5 Teamwork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6 A Spesial Team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Lesson 6 A Spesial Team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Team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7 Time to Exercis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7 Time to Exercis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8 Olympic Winner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8 Olympic Winner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9 Never Give U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Lesson 9 Never Give U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Faster,Higher,Stronger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0 Going to the Docto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0 Going to the Docto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1 Health Advic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1 Health Ad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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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2 Healthy Bon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Lesson 12 Healthy Bon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Healthy Living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3 Helping Your Communit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3 Helping Your Communit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4 Helping Each Othe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4 Helping Each Othe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5 A Young Hero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Lesson 15 A Young Hero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Helping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6 Natural Abiliti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6 Natural Abiliti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7 True Stori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7 True Stori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8 Dream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Lesson 18 Dream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The Unexplained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1 Schools of the Futur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1 Schools of the Futur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2 Online Lif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2 Online Lif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3 Tomorrow's Job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Lesson 3 Tomorrow's Job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4 Animal Talk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4 Animal Talk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5 Meeting Peopl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5 Meeting Peopl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6 The Texting Generation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Lesson 6 The Texting Generation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Lesson 7 Chinese New Yea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Lesson 7 Chinese New Yea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Lesson 8 A Picnic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Lesson 8 A Picnic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Lesson 9 Thanksgiving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Festivals and Holiday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0 Problem Pag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0 Problem Pag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1 Online Tim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1 Online Tim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2 Generation Ga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Lesson 12 Generation Ga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Dealing with Problem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3 A daughter's lette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3 A daughter's lette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4 Grandpa's Memori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4 Grandpa's Memori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5 Life in the 1950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Lesson 15 Life in the 1950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Memorie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6 A Detective Story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6 A Detective Story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7 A Detective Story (2)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7 A Detective Story (2)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8 The Mystery Write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Lesson 18 The Mystery Write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Detective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1 Body Languag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1 Body Languag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2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2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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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3 Language Learning Tip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Lesson 3 Language Learning Tip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4 Classic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4 Classic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5 The Book Club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5 The Book Club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6 Tom Sawye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Lesson 6 Tom Sawye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Book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7 A Famous Invento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7 A Famous Invento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8 Good or Bad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8 Good or Bad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9 Creative Mind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Lesson 9 Creative Mind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Creativity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0 Life in Space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0 Life in Space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1 The Amazing Shenzhou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1 The Amazing Shenzhou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2 The Spaceship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Lesson 12 The Spaceship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Spac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3 Anne of Green Gabl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3 Anne of Green Gabl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4 The Dark Room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4 The Dark Room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5 A Famous Writer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Lesson 15 A Famous Writer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6 Yao Ming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6 Yao Ming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7 People in Our live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7 People in Our live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8 Steve Jobs 1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Lesson 18 Steve Jobs 2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Role Model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19 The Silk Road（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19 The Silk Road（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20 Life Is a Journey（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20 Life Is a Journey（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21 To the South Pole（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Lesson 21 To the South Pole（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Journey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2 Famous Discoveries（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2 Famous Discoveries（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3 Discovery of the Year（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3 Discovery of the Year（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4 An Experiment Report（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Lesson 24 An Experiment Report（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Discoveries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5 Going Green（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5 Going Green（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6 Our River（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6 Our River（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7 Tree Heroes（第1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Lesson 27 Tree Heroes（第2课时）

初中英语 北师大版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Save the Planet Communication Workshop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1 Unit 1 Good morning.Miss Zhou.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1 Unit 2 Good morning.I’m Chen Zho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1 Unit 3 This is my friend.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2 Unit 1 Open your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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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2 Unit 2 What's your number?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2 Unit 3 I'm twelv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3 Unit 1 What's this in English?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3 Unit 2 Can you help me,plea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Unit 3 Unit 3 What colour is it?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1 What day is it toda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2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1 My teacher and my friends->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3 What's your favourite sport?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1 Unit 1 Nice to meet you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1 Unit 2 I'm Wang Lingling and I'm thirteen years old.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1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2 Unit 1 Is this your mum?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2 Unit 2 These are my parent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2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3 Unit 1 There are thirty students in my clas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3 Unit 2 The library is on the left of the playground.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Unit 3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1 We've got lots of apple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2 Is your food and drink health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1 I love histo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2 We start work at nine o'cloc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1 Does it eat meat?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2 The tiger lives in Asia.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7 Computers Unit 1 How do I write my homework on the computer?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7 Computers Unit 2 When do you use a computer?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7 Computers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1 I always like birthday partie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2 She often goes to concert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1 We're enjoying the school trip a lot.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2 They're waiting for buses or trains.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10 Spring Festival Unit 1 Are you getting ready for Spring Festival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10 Spring Festival Unit 2 My mother's cleaning our house and sweeping away bad luc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Module 10 Spring Festival Unit 3 Language in us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 Revision module A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2 My English lesson Revision module B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3 My English book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3 My English book Unit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3 My English book Unit 3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Starter Module 4 My everyday life Unit 3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classmat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classmat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classmat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classmat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classmates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famil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famil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famil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famil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family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My school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My school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My school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My school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My school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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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Healthy food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5 My school day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6 A trip to the zoo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7 Computer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7 Computer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7 Computer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7 Computer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7 Computers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8 Choosing presents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9 People and places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Spring Festival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Spring Festival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Spring Festival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Spring Festival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Spring Festival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Lost and found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Lost and found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Lost and found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Lost and foun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Lost and found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What can you do?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What can you do?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What can you do?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What can you do?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What can you do?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Making pla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Making pla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Making pla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Making pla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Making plans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5 Shopping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5 Shopping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5 Shopping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5 Shopping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5 Shopping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6 Around town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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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6 Around town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6 Around town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6 Around tow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6 Around town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7 My past life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8 Story tim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8 Story tim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8 Story tim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8 Story tim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8 Story time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9 Life histor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9 Life histor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9 Life histor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9 Life histor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9 Life history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0 A holiday journe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0 A holiday journe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0 A holiday journe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0 A holiday journe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0 A holiday journey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1 Body languag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1 Body languag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1 Body languag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1 Body languag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1 Body language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2 Western music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2 Western music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2 Western music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2 Western music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2 Western music Unit 3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七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home town and my countr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home town and my countr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home town and my countr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home town and my countr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My home town and my countr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Sport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Sport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Sport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Sport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Sport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Planes, ships and trai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Planes, ships and trai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Planes, ships and trai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Planes, ships and trai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Planes, ships and trai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5 Lao She Teahous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5 Lao She Teahous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5 Lao She Teahous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5 Lao She Teahous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5 Lao She Teahous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第 55 页

20
22
精
品
课



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6 Animals in danger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6 Animals in danger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6 Animals in danger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6 Animals in dang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6 Animals in dang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7 A famous story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7 A famous story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7 A famous story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7 A famous stor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7 A famous story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8 Accident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8 Accident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8 Accident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8 Accident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8 Accident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weather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weather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weather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weath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0 The weath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1 Way of lif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1 Way of lif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1 Way of lif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1 Way of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1 Way of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2 Help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2 Help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2 Help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2 Help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2 Help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Feelings and impressio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Feelings and impressio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Feelings and impressio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Feelings and impress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Feelings and impress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Experienc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Experienc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Experienc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Experienc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Experienc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Journey to spac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Journey to spac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Journey to spac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Journey to spac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Journey to spac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Seeing the docto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5 Cartoo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5 Cartoo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5 Cartoo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5 Carto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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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5 Carto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6 Hobbi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6 Hobbi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6 Hobbi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6 Hobbi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6 Hobbi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7 Summer in Los Angel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7 Summer in Los Angel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7 Summer in Los Angel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7 Summer in Los Angel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7 Summer in Los Angel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8 Time off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8 Time off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8 Time off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8 Time off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8 Time off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9 Friendship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9 Friendship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9 Friendship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9 Friendship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9 Friendship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On the radio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On the radio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On the radio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On the radio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On the radio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八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Wonders of the world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Wonders of the world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Wonders of the world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Wonders of the worl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Wonders of the worl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Public holiday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Public holiday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Public holiday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Public holiday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Public holiday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Heroe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Heroe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Heroe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Hero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Heroe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Home alon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Home alon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Home alon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Home alon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Home alon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5 Museum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5 Museum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5 Museum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5 Museum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5 Museum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6 Problem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6 Problem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6 Problem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6 Problem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6 Problem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7 Great books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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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7 Great book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7 Great book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7 Great book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7 Great book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8 Sports lif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8 Sports lif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8 Sports lif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8 Sports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8 Sports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9 Great inventio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9 Great inventio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9 Great inventio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9 Great invent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9 Great invent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0 Australia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0 Australia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0 Australia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0 Australia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0 Australia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1 Photo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1 Photo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1 Photo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1 Photo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1 Photo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2 Save our world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2 Save our world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2 Save our world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2 Save our worl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2 Save our world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上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Travel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Travel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Travel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Travel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Travel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ducation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ducation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ducation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ducatio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ducatio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Life now and then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Life now and then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Life now and then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Life now and the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Life now and then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4 Rules and suggestions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4 Rules and suggestions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4 Rules and suggestions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4 Rules and suggest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4 Rules and suggestions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A Revision Module A (2)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5 Look after yourself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5 Look after yourself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5 Look after yourself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5 Look after yourself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5 Look after yourself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6 Eating together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6 Eating together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6 Eating together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6 Eating togeth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6 Eating together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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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7 English for you and m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7 English for you and m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7 English for you and m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7 English for you and m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7 English for you and m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8 My future life Unit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8 My future life Unit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8 My future life Unit 2 Writing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8 My future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8 My future life Unit 3 Language practice (2) & Around the world & Module task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1)

初中英语 外研社版 九年级下册 Revision Module B Revision Module B (2)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Vowels & consonants: /i/ /i:/ /æ/ /e/ /p/ /b/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An email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1 Making friends An email from Jason to Anna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Consonants: /s/ /z/ /iz/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Fang Fang's daily lif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1 My life->Unit 2 Daily life The daily life of Jason's moth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Vowels & consonants: /ʌ/ /a:/ /ɒ/ /ɔ:/ /u:/ /u/ /k/ /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Protect the Earth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3 The Earth Ai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Vowels & consonants: /ei/ /ai/ /ɔi/ /m/ /n/ /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My favourite seaso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2 The natural world->Unit 4 Seasons The weather in China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Vowels & consonants: /ə/ /ɜː/ /l/ /r/ /h/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Visiting the Space Hotel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Hotels on the Moo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Consonants:  /f/ /v/ /ʃ/ /ʒ/ /θ/ /ð/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A travel guid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3 Travels->Unit 6 Travelling around Asia Hong Kong --- a wonderful place to visit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Consonants: /t/ /d/ /id/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A school club post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7 School clubs A trip to Lucky Island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Vowels & consonants: /əʊ/ /aʊ/ /w/ /j/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My collectio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Module 4 Fun time->Unit 8 Collecting things Designing cloth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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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Vowels:  /ɪə/ /eə/ /ʊə/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A person I lov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1 People around us Mother's Day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Consonants:  /tr/  /dr/ /tʃ/ /dʒ/ /ts/ /dz/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A postcard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1 People and places->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Consonants:  /bl/  /br/ /fl/ /fr/ /gl/ /gr/ /kl/ /k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A rescue story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 A friendly dolphi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Consonants:  /sk/  /sp/ /st/ /sl/ /sm/ /pl/ /pr/ /kw/ /tw/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Tree Planting Day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2 Man’s best friends->Unit 4 Save the trees The Amazon rainforest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Consonants:  /str/ /spl/ /spr/ /sk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An experiment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5 Water Facts about wat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Syllabl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Home rul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3 Natural elements->Unit 6 Electricity More Practice "Electricity safety tips" & Speak up "Safety at hom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Word stres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A poem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7 Poems Helping hand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Stress in nouns and verb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My favourite hobby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Module 4 Colourful life->Unit 8  From hobby to career Never give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Writing "complete a short story about a baby dinosau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1 Encyclopaedia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1 Amazeing things->Unit 2 Number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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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3 Computer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Unit 4 Invention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5 Educational exchange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3 Culture and history->Unit 6 Ancient storie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7 Memory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Module 4 School life->Unit 8 English Week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1 Helping those in need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1 Social communication->Unit 2 Body language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3 Traditional skill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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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2 Arts and crafts->Unit 4 Cartoons and comic strip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5 Save the endangered animal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3 Animals->Unit 6 Pets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7 The unknown world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listening &Talk time &speak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More practice&Study skills&Culture corne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单元复习

初中英语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Module 4 Discovery->Unit 8 Life in the future 单元检测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1 Wise men in history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1 Wise men in history Listening ﹠Speaking:The ancient Olympics; Asking for agreement or confirmatio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1 Wise men in history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1 Wise men in history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 Cao Chong weighs an elephant; Laozi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1 Wise men in history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2 Great mind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2 Great minds Listening ﹠Speaking:Three great minds;Leaving and taking phone messag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2 Great mind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2 Great minds More practice ﹠Culture corner：　Einstein and the little girl; Isaac Newto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1 Geniuses->Unit 2 Great mind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3 Family life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3 Family life Listening ﹠Speaking: Family members; Offering, accepting and refusing hel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3 Family life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3 Family life More Practice: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parent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3 Family life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 Listening ﹠Speaking: Advice from Aunt Alice; Asking for and giving advic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 Replies from Aunt Linda, Agony aunt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Ideas and viewpoints->Unit 4 Problems and advice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5 Action!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5 Action! Listening ﹠Speaking:Visiting the TV station;Expressing praise and encouragement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5 Action!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5 Action! More practice ﹠Culture corner:We love the Film Park! ﹠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5 Action!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 Listening ﹠ Speaking:Ordering food; Expressing preferenc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 More Practice &Culture corner:Two poem about farm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3 Leisure time->Unit 6 Healthy diet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7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7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Listening ﹠Speaking:A jumping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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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7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7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More practice ﹠Culture corner:Tom and Becky in the cav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7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Listening ﹠ Speaking: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O.Henry?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The last leaf; White elephant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Module 4 A taste of literature->Unit 8 Surprise ending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1 Great exploration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1 Great explorations Listening ﹠ Speaking:Zhang Qian and the Silk Road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1 Great exploration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1 Great explorations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Marco Polo ﹠ Ferdinand Magella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1 Great exploration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2 Culture shock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2 Culture shock Listening ﹠ Speaking:Aculture quiz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2 Culture shock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2 Culture shock More practice ﹠Culture corner:Education in the UK ﹠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1 Explorations and exchanges->Unit 2 Culture shock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 Listening ﹠ Speaking: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Expressing concern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 More practice:The journey of a plastic bottle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3 The environment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4 Natural disaters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4 Natural disaters Listening ﹠ Speaking:An asteroid is coming ﹠ Expressing feeling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4 Natural disaters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4 Natural disaters More practice: The ice storm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2 Environmental problems->Unit 4 Natural disaters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5 Sport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5 Sport Listening ﹠ Speaking:Table Tennis Club match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5 Sport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5 Sport More practice ﹠ Culture corner:Faster, Higher, Stronger; Kung fu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5 Sport Writ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6 Caring for your health Reading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6 Caring for your health Listening ﹠ Speaking：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 eyes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6 Caring for your health Grammar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6 Caring for your health More practice：Growing up

初中英语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Module 3 Sport and health->Unit 6 Caring for your health Writing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 Section A-1a/1b/1c/3a/3b/3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 Section A-2a/2b;Section B-3a/3b/ 3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 Section B-1a/1b/1c/1d/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 Section C-1a/1b/2a/2b/2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1 Welcome to China!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2 Where are you from? Section A-1a/1b/1c SectionB-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2 Where are you from? Section A-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2 Where are you from? Section B-1a/1b/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2 Where are you from? Section C-1a/1b/1c/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2 Where are you from?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A-1a/1b/2a/2b/4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A-3/4a中辅音字母的发音规则/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B-1a/1b/1c;Section C-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B-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C-1a/1b/2/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Making New Friends->Topic 3 How old are you?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1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1 I have a small nose. Section A-1a/1b/1c/2a/2b/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1 I have a small nose.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1 I have a small nose. Section B-3/4/5  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1 I have a small nose. Section C-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1 I have a small nos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A-1a/1b/1c/4a中元音字母u的发音规则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A-2a/2b/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B-1a/1b/1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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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B-2/4/5;Section 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C-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2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3 Whose cap is it? Section A-1a/1b/2a/2b/4a中字母组合ar,or/oor的发音规则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3 Whose cap is it? Section A-2/3/4a/4b;SectionB-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3 Whose cap is it? Section B-1a/1b/2a/2b/3/5;Section C-5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3 Whose cap is it? Section C-1a/1b/1c/2/4/5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ooking Different->Topic 3 Whose cap is it?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Section 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1-2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1 Does he speak Chinese? Section A-1a/1b/1c/1d/2/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1 Does he speak Chinese? Section A-3b/4;Section B-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1 Does he speak Chinese? Section B-2a/2b/3;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1 Does he speak Chinese? Section C-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1 Does he speak Chines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2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2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2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ection B-2/3/4;Section 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2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2 What does your mother do?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Section A-4a/4b;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Section C-3a/3b;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Getting Together->Topic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3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A-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B-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C-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1 What can I do for you?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2 Would you like to cook with us? Section A-1a/1b/1c/2/3/4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2 Would you like to cook with us? Section A-4a/4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2 Would you like to cook with us? Section B-2a/2b/3;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2 Would you like to cook with us? Section C-1a/1b/2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2 Would you like to cook with us?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3 What time is it now? Section A-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3 What time is it now? Section A-1a/1b/4a/4b;Section 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3 What time is it now? Section B-1a/1b/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3 What time is it now? Section C-1a/1b/2c/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Having Fun->Topic 3 What time is it now?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3-4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1 How do you usually come to school? Section A-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1 How do you usually come to school?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1 How do you usually come to school? Section B-2a/2b/3/4;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1 How do you usually come to school?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1 How do you usually come to schoo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2 A few student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playground. Section A-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2 A few student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playground. Section A-4a/4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2 A few student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playground. Section B-2a/2b/2c;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2 A few student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playground. Section C-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2 A few students are running around the playground.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3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3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3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Section B-2a/2b/3;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3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Section C-1a/1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Our School Life->Topic 3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 5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1 There is a study next to my bedroom. Section A-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1 There is a study next to my bedroom. Section A-4a/4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1 There is a study next to my bedroom. Section B-2/3 Section 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1 There is a study next to my bedroom.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1 There is a study next to my bedroom.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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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2 My home is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Section A-1a/1b/1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2 My home is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Section A-2/3a/3b;Section 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2 My home is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Section B-1a/1b/2a/2b/3a/3b/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2 My home is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2 My home is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a/2b/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3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Section A-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3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3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Section B-2a/2b/3;Section C-5a/5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3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Section C-1a/1b/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r Local Area->Topic 3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s 5-6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3a/3b;Section B-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B-1a/1b;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C-1a/1b/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Section A-4a/4b;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Section C-3a/3b/4;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2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3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3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Section B-1a/1b/1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3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Section A-3a/3b;Section B 2a/ab Section C-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3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Section C-1a/1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The Birthday Party->Topic 3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4/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 7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 Section A-1a/1b/1c/2a/2b/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 Section A-3a/3b;Section B-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 Section B-4;Section C-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 Section C-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1 What's the weaher like in summer?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2 The summer holidays are coming. Section A-1a/1b/1c/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2 The summer holidays are coming.  Section B-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2 The summer holidays are coming. Section C-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2 The summer holidays are coming. Section 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2 The summer holidays are comi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3 Let's celebrate! Section A-1a/1b/1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3 Let's celebrate! Section A-2;Section 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3 Let's celebrate! Section B-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3 Let's celebrate! Section C-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Topic 3 Let's celebrate! Section C-3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s 7-8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1 I'm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Section A-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1 I'm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Section A-2/3a/3b;Section B-3a/3b;Section D-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1 I'm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Section B-1a/1b/1c/1d/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1 I'm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Section C-1a/1b/1c/1d/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1 I'm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2 I'll kick you the ball again. Section A-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2 I'll kick you the ball again. Section A-2;Section B 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2 I'll kick you the ball again. 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2 I'll kick you the ball again.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2 I'll kick you the ball again.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3 The school sports meet is coming. Section A-1a/1b/2a/2b/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3 The school sports meet is coming. Section B-1a/1b/1c/1d/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3 The school sports meet is coming. Section C-1a/1b/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3 The school sports meet is coming.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Playing Sports->Topic 3 The school sports meet is comi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 阅读任务、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1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1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twice a day.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1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twice a day. Section B-1a/1b/1c/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1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twice a day. Section C-1a/1b/1c/1d/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1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twice a day. Sect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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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1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twice a da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2 I must ask him to give up smoking. Section A-1a/1b/1c/1d/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2 I must ask him to give up smoking. Section B-1a/1b/1c/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2 I must ask him to give up smoking.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2 I must ask him to give up smoking.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2 I must ask him to give up smoking.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3 Must we exercise to prevent the flu? Section A-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3 Must we exercise to prevent the flu? Section A-2/3;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3 Must we exercise to prevent the flu? Section B-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3 Must we exercise to prevent the flu?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Keeping Healthy->Topic 3 Must we exercise to prevent the flu?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1-2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1 What's your hobby? Section A-1a/1b/1c/1d Section B-4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1 What's your hobby? Section A-2/3a/3b;Section B-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1 What's your hobby? Section B-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1 What's your hobby? Section C-1a/1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1 What's your hobb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2 What sweet music! Section A-1a/1b/1c/3/ Section B-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2 What sweet music! Section B-1a/1b/1c/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2 What sweet music! Section A-2;Section 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2 What sweet music! Section C-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2 What sweet music!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3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Section A-1a/1b/1c/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3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Section A-2/3;Section 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3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Section B-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3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Our Hobbies->Topic 3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3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1 What's the strongest animal on the farm? Section A-1a/1b/1c;Section B-3/4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1 What's the strongest animal on the farm? Section A-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1 What's the strongest animal on the farm? Section B-1a/1b/1c/2/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1 What's the strongest animal on the farm?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1 What's the strongest animal on the farm?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2 How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arthquake? Section A-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2 How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arthquake? Section A-2a/2b/3;Section 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2 How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arthquake? Section B-1a/1b/1c/2/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2 How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arthquake? Section C-1a/1b/1c/2a/2b/2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2 How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arthquak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3 The Internet makes the world smaller.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3 The Internet makes the world smaller. Section A-3a/3b;Section B-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3 The Internet makes the world smaller. Section B-1a/1b/1c/1d/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3 The Internet makes the world smaller. Section C-1a/1b/1c/1d/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Our World->Topic 3 The Internet makes the world smaller.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3-4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1 You look excited. Section A-1a/1b/1c/1d/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1 You look excited. Section A-3/4;Section B 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1 You look excited. Section B-2a/2b/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1 You look excited. Section C-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1 You look excited.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 1/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2 I'm feeling better now.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2 I'm feeling better now. Section A-3;Section B 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2 I'm feeling better now. Section B-2a/2b/3a/3b Asection-5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2 I'm feeling better now. Section C-1a/1b/1c/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2 I'm feeling better now.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3 Many things can affect our feelings. Section A-1a/1b/1c/2;Section 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3 Many things can affect our feelings. Section A-3/4a/4b;Section 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3 Many things can affect our feelings. 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3 Many things can affect our feelings.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Feeling Excited->Topic 3 Many things can affect our feelings.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 5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1 We're going on a three-day visit to mount Tai. Section A-1a/1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1 We're going on a three-day visit to mount Tai. Section A-4;Section 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1 We're going on a three-day visit to mount Tai. Section B-1a/1b/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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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1 We're going on a three-day visit to mount Tai. Section C-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1 We're going on a three-day visit to mount Tai.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2 How about exploring Tian'anmen Square? Section A-1a/1b/1c/2/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2 How about exploring Tian'anmen Square? Section A-3;Section B 2/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2 How about exploring Tian'anmen Square? Section B-1a/1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2 How about exploring Tian'anmen Square?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2 How about exploring Tian'anmen Squar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3 Bicycle riding is good exercise. Section A-1a/1b/1c/1d/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3 Bicycle riding is good exercise. Section A-2;Section B 3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3 Bicycle riding is good exercise. Section B-1a/1b/1c/2a/2b/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3 Bicycle riding is good exercise.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Enjoying Cycling->Topic 3 Bicycle riding is good exercis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s 5-6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1 We're 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Section A-1a/1b/1c/1d/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1 We're 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Section A-2;Section B 1a/1b/1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1 We're 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Section B-2;Section C-1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1 We're 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Section C 1a/1b/1c/2/3;Section D 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1 We're 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A-2a/2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B-1a/1b/1c/2/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B-3;Section 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C-1a/1b/1c/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2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cook it wel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3 I cooked the most successfully.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3 I cooked the most successfully. Section A-2a/2b/3;Section 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3 I cooked the most successfully. 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3 I cooked the most successfully. Section C-1a/1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Food Festival->Topic 3 I cooked the most successfull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 7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1 We will have a class fashion show.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1 We will have a class fashion show. Section B-1a/1b/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1 We will have a class fashion show. Section C-1a/1b/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1 We will have a class fashion show.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1 We will have a class fashion show.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2 We can design our own uniforms. Section A-1a/1b/1c/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2 We can design our own uniforms. Section B-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2 We can design our own uniforms. Section C-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2 We can design our own uniforms.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2 We can design our own uniforms.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3 He said the fashion show was wonderful.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3 He said the fashion show was wonderful. Section B-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3 He said the fashion show was wonderful. Section C-1a/1b/1c/2a/a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3 He said the fashion show was wonderful.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Our Clothes->Topic 3 He said the fashion show was wonderfu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1/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s 7-8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1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1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ection A-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1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ection B-1a/1b/1c/2a/2b/2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1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1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2 The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growing faster.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2 The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growing faster. Section A-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2 The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growing faster. Section B-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2 The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growing faster. Section C-1a/1b/1c/2/3a/3b;Section D-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2 The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growing faster.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A-1a/1b/1c/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B-2/3a/3b/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C-1a/1b/1c/1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The Changing World->Topic 3 The world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1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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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A-3/4;Section B-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C-1a/1b/1c/2;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1 Pollution has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Section C-3/4;Section D-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2 All these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2 All these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Section A-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2 All these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Section B-1a/1b/1c/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2 All these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2 All these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A-3a/3b/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A-1a/1b/1c/2, Review of Units 1-2-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B-1a/1b/1c/4, Review of Units 1-2-1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B-2/3, Section D-Project, Review of Units 1-2-6/10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C-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Saving the Earth->Topic 3 What can we do at h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reading, Review of Units 1-2-9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A-1a/1b/1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A-2a/2b, Section B-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C-1a/1b/1c/2,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1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ection C-3a/3b, Section D-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A-2/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B-1a/1b/1c/2a/2b/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2 Some thing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ultures.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3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well?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3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well? Section A-3a/3b, Section B-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3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well? Section B-1a/1b/1c, Section 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3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well? Section C-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Topic 3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dvice on how to learn English well?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 3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1a/1b/1c/1d/2/3/4a/4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reading/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Section A-1a/1b/1c/2a/2b/3, Section 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Section B-1a/1b/1c/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Section C-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2 I'm excit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will be discovered in the futur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3/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hat sent a person into space. Section A-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hat sent a person into space. Section A-3/4, Section B-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hat sent a person into space. Section B-1a/1b/1c/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hat sent a person into space. Section C-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Amazing Science->Topic 3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 that sent a person into space.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1c/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3-4 Review of Units 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Review of Units 1-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1 China attracts millions of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ection A-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1 China attracts millions of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ection B-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1 China attracts millions of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ection B-2a/2b/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1 China attracts millions of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1 China attracts millions of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2a/2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2 He is really the pride of China Section A-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2 He is really the pride of China Section A-3/4a/4b, Section 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2 He is really the pride of China Section B-1a/1b/1c/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2 He is really the pride of China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2 He is really the pride of China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1a/1b/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A-1a/1b/1c/2/3a/3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B-1a/1b/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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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D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B-2/3, Section D-Grammar & Functions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5 China and the World->Topic 3 Now it is a symbol of England Section D-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 5 Review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1 I would rather watch sports shows than those ones Section A-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1 I would rather watch sports shows than those ones Section A-3/4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1 I would rather watch sports shows than those ones Section B-1a/1b/1c/2a/2b/2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1 I would rather watch sports shows than those ones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1 I would rather watch sports shows than those ones Section D-Functions/1a/1b/2/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A-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A-3a/3b, Section B-2a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B-1a/1b/1c/2b/2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C-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C-2/3, Section D-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2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Section D-Functions/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3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Section A-1a/1b/1c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3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Section A-3/4, Section D-Project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3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Section B-1a/1b/1c/2a/2b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3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Section C-1a/1b/1c/2/3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6 Entertainment and Friendship->Topic 3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Section D-Functions/1a/1b/2

初中英语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Review of Units 5-6 Review of Units 5-6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1 This is me!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2 Let's play sport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4 My day Study skills: Vowels (III)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Grammar: Asking wh-question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Study skills: Vowels (IV)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5 Let's celebrate! Task: My favourite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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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Reading 1: Keeping fit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Reading Reading 1: Keeping f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Grammar Grammar: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Grammar: Countable and uncountable noun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Consonants (II)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Study skills: Consonants (II)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Task Task: Healthy lifestyl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Task: Healthy lifestyle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 Reading 2: Keeping f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6 Food and lifestyle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Reading Reading 1: Going shopp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Reading 1: Going shopping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Grammar Grammar: Using some/any & there b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Grammar: Using some/any & there b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Consonants (III)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Study skills: Consonants (III)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Task Task: Let's go shopp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Task: Let's go shopping!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 Reading 2: Going shopp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7 Shopping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Reading Reading 1: The fashion show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Reading 1: The fashion show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Grammar Grammar: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Grammar: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Integrated skil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Syllables in word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Study skills: Syllables in word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Task Task: Designing clothe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Task: Designing cloth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 Reading 2: The fashion show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Unit 8 Fashion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Project 1 My friend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上册 Project 2 Different lifestyle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ream home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2 Neighbour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Reading 2: A video about Sunshine Town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elcome to Sunshine Town Self-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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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Reading 2: A trip to the zoo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4 Finding your way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5 Amazing thing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Reading 2: Down the rabbit hol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6 Outdoor fun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Reading 2: A brave young man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Abilitie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Reading 2: Poems about pet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8 Pet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Project 1 A tourist guid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七年级下册 Project 2 A school newslette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Reading 2：Best friend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1 Friend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Reading 2: School live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2 School life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Reading 2: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Study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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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3 A day out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Reading 2: Do it yourself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4 Do it yourself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Reading 2: Giant panda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ild animal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Reading 2: Birds in Zhalo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6 Birdwatching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Reading 2: A poem about season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7 Season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Unit 8 Natural disaster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Project 1 A welcome bookle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上册 Project 2 The world around u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Reading 2：Times have changed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1 Past and Present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Reading 2：A trip to Hong Ko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2 Travelling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Reading 2: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 hour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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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3 Online tour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Reading 2:  Gulliver in Lillipu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4 A good read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Reading 2: When in Rome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5 Good manner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Reading 2: The Special Olympics World Game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6 Sunshine for all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Reading 2: An interview with an ORBIS docto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Reading 2: Green Switzerland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Unit 8 A green world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Project 1 An information folde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八年级下册 Project 2 A report on charity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Reading 2：People who are happy with their job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Self-assessment Reading 2：People who are happy with their job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1 Know yourself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Reading 2: The power of colour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2 Colour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Welcome to th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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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Reading 2: What should I do?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3 Teenage problem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Reading 2: Never give up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4 Growing up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Reading 2: Tan Dun’s music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Tan Dun’s music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5 Art world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Reading 2: Saturday’s TV programme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6 TV programmes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Reading 2: Kitty’s favourite film star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Kitty’s favourite film st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7 Film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Reading 2: Murder in West Town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Murder in West Town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Unit 8 Detective storie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Project 1 A poster about yourself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上册 Project 2 A booklet about entertain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Reading 2：Two cities in China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Self-assessment Reading 2：Two cities in China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1 Asia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Reading 2: The first man to walk on the Moon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The first man to walk on the Moon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Integrate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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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2 Great people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Reading 2: Living with a robot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Living with a robo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3 Robot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Reading 2: Life on another planet Self-assessmen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Self-assessment Reading 2: Life on another plane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Welcome to the unit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Reading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Grammar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Integrated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Study skills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Unit 4 Life on Mars Task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Project 1 A display of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初中英语 译林版 九年级下册 Project 2 A booklet about life in the futur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A 1a-2c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A 1a-2d Section A 1a-2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A 3a-3d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A 3a-3d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B 1a-1d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B 1a-1d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B 2a-3b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ction B 2a-3c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lfcheck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 Good morning!->Selfcheck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color is it?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color is it?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color is it?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color is it?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color is it?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4 My name’s Gina.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4 My name’s Gina.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4 My name’s Gina. Section B 1a-1f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4 My name’s Gina.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4 My name’s Gina.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5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5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5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5 This is my sister.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5 This is my sister.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6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6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6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6 Is this your pencil?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6 Is this your pencil?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7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7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7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7 Where’s my schoolbag?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7 Where’s my schoolbag?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8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8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8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ction B 1a-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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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8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8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9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9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9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9 Do you like bananas?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9 Do you like banana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0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0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0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0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Unit 10 How much are these sock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期末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2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3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3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3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B 1a-1f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3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3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4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4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4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4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4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5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A 1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5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5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5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5 How do you get to school？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6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6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6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6 Don’t eat in class。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6 Don’t eat in clas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7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7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7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7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7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8 I’m watching TV.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8 I’m watching TV.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8 I’m watching TV.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8 I’m watching TV. Section B 2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8 I’m watching TV.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9 It’s raining!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9 It’s raining!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9 It’s raining!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9 It’s raining! Section B 2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9 It’s raining!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0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0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0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0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B 2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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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Unit 10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期末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1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2 I’d like some noodle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3 How was your school trip?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5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6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7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Unit 8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Final-term Review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1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2a-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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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2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3 Will people have robot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4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B 1a-1f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5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6 If you go to the party, you’ll have a great tim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hat’s the matter?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ction B 3a-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Unit 8 I’ll help to clean up the city park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Final-term Review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2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3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3a-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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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4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5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6 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7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museum?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B 2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Unit 8 I’ve had this bike for three year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Final-term Review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1 When was he born？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2 It’s a nice day，isn’t it？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B 2a-2f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3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4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Self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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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5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B 2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6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2a-2f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7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Unit 8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期中复习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Final-term Review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 When was it invented?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2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3a-3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3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4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1a-1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2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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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5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A 4a-4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6 Sad movies make me cry.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7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A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8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A 4a-4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9 It’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habits.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A 1a-2d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A 3a-3c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A 4a-4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B 1a-1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B 2a-2e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ction B 3a-3b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Unit 10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6. Selfcheck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1）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2）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3）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5）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6）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7）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8）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9）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时态专题 时态（10）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1）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2）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3）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4）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5）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6）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7）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8）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9）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中考总复习 中考总复习（10）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 词汇专项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 听力口语技巧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 简单句句式复习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 记叙文阅读与指导

初中英语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专项课程 论说文阅读与指导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师长情谊->第七课 亲情之爱 让家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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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命的思考->第九课 珍视生命  守护生命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二课 青春的心弦 男生女生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二课 青春的心弦 青春萌动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第三课 青春的证明 青春飞扬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做情绪情感的主人->第四课 揭开情绪的面纱 情绪的管理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在集体中成长->第六课 “我”和“我们” 集体生活邀请我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第十课 法律伴我们成长 法律为我们护航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走进法治天地->第十课 法律伴我们成长 我们与法律同行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一课 丰富的社会生活 我与社会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三课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 维护秩序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遵守社会规则->第五课 做守法的公民 法不可违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维护国家利益->第八课 国家利益至上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二课 保障宪法实施 坚持依宪治国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第二课 保障宪法实施 加强宪法监督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义务->第三课 公民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五课 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 国家权力机关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 国家行政机关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第六课 我国国家机构 国家监察机关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七课 尊重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的追求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崇尚法治精神->第八课 维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价值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一课 踏上强国之路 坚持改革开放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四课 建设法治中国 夯实法治基础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四课 建设法治中国 凝聚法治共识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第六课 建设美丽中国 共筑生命家园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第八课 中国人 中国梦 我们的梦想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第一课 同住地球村 复杂多变的关系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共同的世界->第二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谋求互利共赢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三课 与世界紧相连 中国担当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四课 与世界共发展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第四课 与世界共发展 携手促发展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五课 少年的担当 走向世界大舞台

初中道德与法治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走向未来的少年->第七课 从这里出发 走向未来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 第2课  原始农耕生活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第8课  百家争鸣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第10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第18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第7课 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第10课 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第12课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16课 明朝的科技、建筑与文学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17课 明朝的灭亡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1课 鸦片战争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第7课 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签订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 第15课 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18课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26课 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第3课 土地改革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第5课 三大改造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第6课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7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8课 经济体制改革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10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第17课 外交事业的发展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第18课 科技文化成就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古代亚非文明 第1课 古代埃及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古代亚非文明 第3课 古代印度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古代欧洲文明 第5课 罗马城邦和罗马帝国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封建时代的欧洲 第9课 中世纪城市和大学的兴起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 第12课 阿拉伯帝国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 第14课 文艺复兴运动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走向近代 第16课 早期殖民掠夺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 第17课 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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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 第19课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 第1课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 第4课 日本明治维新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 第7课 近代科学与文化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第8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第9课 列宁与十月革命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第11课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世界 第12课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15课 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第16课 冷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第17课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第18课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挫折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第19课 亚非拉国家的新发展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第20课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第21课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初中历史 统编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第22课 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二节　海陆的变迁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分布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发展与合作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一节　位置和范围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二节　自然环境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三节　印度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一节　中东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一节　美国

初中地理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二节　巴西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形和地势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二节　气候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二节　土地资源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交通运输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三节　工业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二节　“白山黑水”──东北三省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二节　“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地区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三节　“东方明珠”──香港和澳门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二节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初中地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中国在世界中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第二节　地球仪和经纬网（第二课时） 活动课 太阳光直射、斜射对地面获得热量的影响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活动课 太阳光直射、斜射对地面获得热量的影响 第二节　地球仪和经纬网（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 第一节 地球的形状与大小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 第二节　地球仪和经纬网（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 第三节 地球的自转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 第四节 地球的公转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 第一节 地图基本要素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 第二节 地形图的判读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 第三节 地图的应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第一节　海陆分布（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第一节　海陆分布（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海洋与陆地 第二节 海陆变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 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第一课时） 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 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差异（第二课时） 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 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第一课时）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第二课时） 第五节 形成气候的主要因素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五节 形成气候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差异（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活动课 气候与我们的生产生活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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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第一课时） 活动课 气候与我们的生产生活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一节 天气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五节　形成气候的主要因素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 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第一课时） 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第二课时） 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第三节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第三节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 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三节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三节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让我们一同走进地理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上册 主要地理词汇中外文对照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亚洲 第一节　世界第一大洲（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亚洲 第一节　世界第一大洲（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亚洲 第二节　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亚洲 第二节　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第一课时） 第一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 第一节　东南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第二课时） 第二节 中东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二节 中东 第一节　东南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二节　中东（第一课时） 活动课 聚焦中东——地区冲突的地理背景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活动课 聚焦中东——地区冲突的地理背景 第二节　中东（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第二节　中东（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二节　中东（第二课时）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课时） 第四节 欧洲西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四节 欧洲西部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二课时） 第五节 极地地区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第五节 极地地区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 第四节　欧洲西部（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 第四节　欧洲西部（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 第五节　极地地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各具特色的地区 第五节　极地地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节 日本 第一节　日本（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节　日本（第一课时） 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节　日本（第二课时） 第二节 俄罗斯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二节 俄罗斯 第一节　日本（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三节 印度 第二节  俄罗斯（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二节  俄罗斯（第一课时） 第三节 印度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四节 澳大利亚 第二节  俄罗斯（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二节  俄罗斯（第二课时） 第四节 澳大利亚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五节 巴西 第三节　印度（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三节　印度（第一课时） 第五节 巴西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六节 美国 第三节　印度（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三节　印度（第二课时） 第六节 美国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四节　澳大利亚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五节　巴西（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五节　巴西（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六节　美国（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六节　美国（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 第九章　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七年级下册 主要地理词汇中外文对照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一课时） 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 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 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二课时） 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三节 多民族的大家庭 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第一节　辽阔的疆域（第三课时） 第三节 多民族的大家庭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三节  多民族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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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一课时） 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 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二课时） 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 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三课时） 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第一节　地形地势特征（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第一课时） 活动课 认识我国的自然灾害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活动课 认识我国的自然灾害 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第二课时）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通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通用） 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二节　气候基本特征（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第一课时） 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第二课时） 第二节 节约与保护水资源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二节 节约与保护水资源 第一节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第二节　节约与保护水资源 活动课 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活动课 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第二节　节约与保护水资源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一课时） 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二课时） 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 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三课时） 第三节 合理发展交通运输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三节 合理发展交通运输 第一节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第一课时） 第四节 繁荣地方特色文化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第四节 繁荣地方特色文化 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二节　持续协调发展工业（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　合理发展交通运输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四节　繁荣地方特色文化（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四节　繁荣地方特色文化（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上册 附录 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对照表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一节 区域特征 第一节　区域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一节　区域特征 第一节 区域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一课时） 第二节 东北三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二节 东北三省 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三节 黄土高原 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二课时） 第三节 黄土高原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三课时） 第四节 首都北京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第四节 首都北京 第二节　东北三省（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三节　黄土高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三节　黄土高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四节　首都北京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一课时） 第一节 区域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一节 区域特征 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 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二课时） 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一课时）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二课时） 第四节 台湾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四节 台湾省 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活动课 认识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区域差异 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平原（第三课时） 活动课 认识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区域差异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四节　台湾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一节　区域特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二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一节 区域特征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二节 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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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活动课 区际联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我国的海洋国土 第一节 辽阔的海域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我国的海洋国土 第二节 海洋利用与保护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四大地理区域划分

初中地理 商务星图版 八年级下册 附录 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地照表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我们的家园（4课时） 认识地球面貌（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我们的家园（4课时） 认识地球面貌（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我们的家园（4课时） 感受地球运动（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我们的家园（4课时） 感受地球运动（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传输地理信息的工具（4课时） 认识地图（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传输地理信息的工具（4课时） 认识地图（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传输地理信息的工具（4课时） 使用地图（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图——传输地理信息的工具（4课时） 使用地图（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陆地和海洋——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2课时） 海陆分布（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陆地和海洋——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2课时） 海陆变迁（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气温和气温的分布（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气温和气温的分布（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降水和降水的分布（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降水和降水的分布（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天气（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气候（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和气候——地球大气的风云变化（7课时） 气候（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地球村”的主人（3课时） 人口与人种（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地球村”的主人（3课时） 人口与人种（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地球村”的主人（3课时） 民族、语言和宗教（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2课时） 聚落与环境（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聚落——人类的聚居地（2课时） 聚落的发展与保护（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章 发展与合作——经济全球化（1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亚洲（4课时） 位置、范围和自然条件（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亚洲（4课时） 位置、范围和自然条件（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亚洲（4课时） 位置、范围和自然条件（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亚洲（4课时） 人口和经济发展（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东南亚——两洲两洋的“十字路口”（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东南亚——两洲两洋的“十字路口”（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西亚——世界的石油宝库（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西亚——世界的石油宝库（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撒哈拉以南非洲——黑种人的故乡（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撒哈拉以南非洲——黑种人的故乡（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欧洲西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区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欧洲西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区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极地地区——冰封雪裹的世界（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认识地区（10课时） 极地地区——冰封雪裹的世界（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俄罗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俄罗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澳大利亚——大洋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澳大利亚——大洋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日本——东亚的群岛国家（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日本——东亚的群岛国家（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尼日利亚——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认识国家（12课时） 巴西——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从世界看中国（4课时） 辽阔的国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从世界看中国（4课时） 辽阔的国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从世界看中国（4课时） 众多的人口（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从世界看中国（4课时） 众多的人口（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千姿百态的地表形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千姿百态的地表形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千姿百态的地表形态（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复杂多样的气候（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复杂多样的气候（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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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复杂多样的气候（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数以万计的河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数以万计的河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9课时） 数以万计的河流（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我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4课时） 丰富的自然资源（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我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4课时） 有限的耕地资源（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我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4课时） 紧缺的水资源（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我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4课时） 紧缺的水资源（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稳步增长的农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稳步增长的农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稳步增长的农业（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快速发展的工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快速发展的工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腾飞的交通运输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之路（7课时） 腾飞的交通运输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东北三省——辽阔富饶的“黑土地”（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东北三省——辽阔富饶的“黑土地”（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成渝地区——西部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成渝地区——西部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密集的区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密集的区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省际区域（9课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密集的区域（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北京——祖国的心脏（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北京——祖国的心脏（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新疆——祖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新疆——祖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台湾——祖国的宝岛（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省级行政区域（6课时） 香港和澳门——祖国的特别行政区（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省内区域（2课时） 西双版纳——晶莹透亮的“绿宝石”（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省内区域（2课时） 河西走廊——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一课时）

初中地理 晋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我国的地域差异（3课时）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让我们走进地理 第一节 我们身边的地理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让我们走进地理 第二节 我们怎样学地理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球的面貌 第一节 认识地球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球的面貌 第二节 世界的海陆分布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球的面貌 第三节 世界的地形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地球的面貌 第四节 海陆变迁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居民 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三节 世界的语言与宗教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居民 第四节 世界的聚落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一节 天气和气候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二节 气温和降水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三节 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气候 第四节 世界主要气候类型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发展差异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世界的发展差异 第二节 国际经济合作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附录一 英汉地理词汇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附录二 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上册 后记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大洲 第一节 亚洲及欧洲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大洲 第二节 非洲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大洲 第三节 美洲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一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二节 南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三节 西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四节 欧洲西部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了解地区 第五节 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二节 埃及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三节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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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四节 法国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五节 美国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六节 巴西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走近国家 第七节 澳大利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附录一 英汉地理词汇

初中地理 湘教版 七年级下册 附录二 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一节 中国的疆域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二节 中国的行政区划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三节 中国的人口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与人口 第四节 中国的民族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中国的地形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二节 中国的气候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中国的河流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一节 自然资源概况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二节 中国的土地资源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三节 中国的水资源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四节 中国的海洋资源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主要产业 第一节 农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主要产业 第二节 工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主要产业 第三节 交通运输业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附录一 英汉地理词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附录二 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上册 后记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的地域差异 第一节 四大地理区域的划分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的地域差异 第二节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的地域差异 第三节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区域：位置与分布 第一节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区域：位置与分布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人口与城市分布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认识区域：位置与分布 第三节 东北地区的产业分布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 第一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枢纽功能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 第二节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旅游文化特色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外向型经济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 第四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内外联系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联系与差异 第五节 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的差异与联系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区域：环境与发展 第一节 北京市的城市特征与建设成就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区域：环境与发展 第二节 台湾省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区域：环境与发展 第三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概况与区域开发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区域：环境与发展 第四节 贵州省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区域：环境与发展 第五节 黄土高原的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建设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附录一 英汉地理词汇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附录二 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八年级下册 后记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一节 地球与地球仪 地球与地图（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一节 地球与地球仪 地球与地图（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地球的运动（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地球的运动（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三节 地图 地图（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与地图->第三节 地图 地图（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第一节 海陆分布 海陆分布（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第一节 海陆分布 海陆分布（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第二节 海陆变迁 海陆变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第二节 海陆变迁 海陆变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气候->第二节 气温与降水 气温与降水（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气候->第二节 气温与降水 气温与降水（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气候 第一节 天气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世界的气候 第三节 主要气候类型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居民->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人口与人种（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居民->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人口与人种（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居民 第二节 语言和宗教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世界的居民 第三节 人类的聚居地——聚落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域发展差异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域发展差异 第二节 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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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绪言 打开地理知识之门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上册 附录 汉英地理词汇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所在的大洲——亚洲 第一节 亚洲的地理位置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所在的大洲——亚洲 第二节 亚洲的地形和水系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所在的大洲——亚洲 第三节 亚洲的气候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 东南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第一节 东南亚 东南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第三节 欧洲西部 欧洲西部（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第三节 欧洲西部 欧洲西部（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 第二节 中东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地区 第四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一节 俄罗斯 俄罗斯（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一节 俄罗斯 俄罗斯（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二节 日本 日本（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二节 日本 日本（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三节 印度 印度（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三节 印度 印度（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四节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四节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五节 美国 美国（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五节 美国 美国（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六节 巴西 巴西（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认识国家->第六节 巴西 巴西（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极地地区 第一节 极地地区的自然环境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极地地区 第二节 极地科学考察与环境保护

初中地理 科普版 七年级下册 附录 汉英地理词汇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一节 疆域与行政区划 疆域与行政区划（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一节 疆域与行政区划 疆域与行政区划（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一节 疆域与行政区划 疆域与行政区划（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 众多的人口（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二节 众多的人口 众多的人口（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三节 多民族的大家庭 多民族的大家庭（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疆域和人口->第三节 多民族的大家庭 多民族的大家庭（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势西高东低 地形多种多样 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多种多样（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一节 地势西高东低 地形多种多样 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多种多样（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 气候类型多样 季风气候显著（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河流和湖泊（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河流和湖泊（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三节 河流和湖泊 河流和湖泊（第三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四节 自然灾害多发 自然灾害多发（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自然环境->第四节 自然灾害多发 自然灾害多发（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第二节 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第二节 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第三节 水资源 水资源（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第三节 水资源 水资源（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重要的自然资源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 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 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三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交通运输业 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交通运输业（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经济的发展->第三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交通运输业 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交通运输业（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方文化与旅游业->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方文化与旅游业->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方文化与旅游业->第二节 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业发展 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业发展（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地方文化与旅游业->第二节 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业发展 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业发展（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一节 地理区域的类型与划分 地理区域的类型与划分（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一节 地理区域的类型与划分 地理区域的类型与划分（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二节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二节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三节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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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区域->第三节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一节 黄土深厚 千沟万壑的地形区——黄土高原 黄土深厚 千沟万壑的地形区——黄土高原（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一节 黄土深厚 千沟万壑的地形区——黄土高原 黄土深厚 千沟万壑的地形区——黄土高原（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二节 以河流为纽带的经济区域——长江沿江地带 以河流为纽带的经济区域——长江沿江地带（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二节 以河流为纽带的经济区域——长江沿江地带 以河流为纽带的经济区域——长江沿江地带（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地区 对外开放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地区 对外开放的“南大门”——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四节 振兴中的工业区——东北三省 振兴中的工业区——东北三省（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四节 振兴中的工业区——东北三省 振兴中的工业区——东北三省（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五节 祖国西部开发的宝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祖国西部开发的宝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不同的地理区域->第五节 祖国西部开发的宝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祖国西部开发的宝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北京和港澳台->第一节 祖国的首都——北京 祖国的首都——北京（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北京和港澳台->第一节 祖国的首都——北京 祖国的首都——北京（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北京和港澳台->第三节 祖国的宝岛——台湾 祖国的宝岛——台湾（第一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北京和港澳台->第三节 祖国的宝岛——台湾 祖国的宝岛——台湾（第二课时）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北京和港澳台 第二节 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中国走向世界 第一节 古老文明与现代经济

初中地理 科普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中国走向世界 第二节 中国与世界同发展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认识地球 第一节 地球的形状与大小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认识地球 第二节 地球仪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认识地球 第三节 地球的运动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学用地图 第一节 地图的发展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学用地图 第二节 地图的运用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学用地图 第三节 等高线与地形图的判读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陆地与海洋 第一节 陆地与海洋的分布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陆地与海洋 第二节 海洋与陆地的变迁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陆地与海洋 第三节 人类与海洋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一节 天气和天气预报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二节 气温和降水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三节 世界的主要气候类型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世界的人口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与聚落 第二节 世界的人种、语言和宗教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三节 聚落的发展变化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让地理走进生活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发展差异与国际合作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亚洲 第一节 亚洲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亚洲 第二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亚洲 第三节 南亚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亚洲 第四节 西亚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亚洲 第五节 日本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欧洲 第一节 欧洲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欧洲 第二节 欧洲西部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欧洲 第三节 俄罗斯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美洲 第一节 美洲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美洲 第二节 美国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美洲 第三节 巴西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非洲和大洋洲 第一节 非洲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非洲和大洋洲 第二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非洲和大洋洲 第三节 大洋洲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极地地区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和人口 第一节 位置和疆域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疆域和人口 第二节 人口和民族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 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 季风气候显著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第二节 气候 我国的灾害性天气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形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一节 自然资源概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二节 土地资源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三节 水资源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四节 海洋资源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农业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二节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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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 交通运输业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第四节 民俗与旅游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地理区域和界线 第一节 地理区域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章 地理区域和界线 第二节 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单元 第一节 北方地区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单元 第二节 南方地区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单元 第三节 西北地区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四大地理单元 第四节 青藏地区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一节 东北地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一节 东北地区 重要的商品农业基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一节 东北地区 重新振兴的老工业基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二节 长江流域 优越的自然条件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二节 长江流域 中国的“黄金腰带”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第二节 长江流域 沿江分布的人口和城市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 第三节 四川盆地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 第四节 北京市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 第五节 陕西省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认识区域 第六节 台湾省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珠江三角洲 第一节 自然资源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珠江三角洲 第二节 经济发展

初中地理 粤教粤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珠江三角洲 第三节 香港、澳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绪言 与同学们谈地理 与同学们谈地理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一节 地球和地球仪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二节 地球的运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三节 地图的阅读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第四节 地形图的判读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章 地球和地图 学习与探究 学用交通地图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一节 大洲和大洋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第二节 海陆的变迁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章 陆地和海洋 学习与探究 家乡的沧海桑田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一节 多变的天气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二节 气温的变化与分布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三节 降水的变化与分布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第四节 世界的气候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章 天气与气候 学习与探究 家乡的气候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一节 人口与人种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二节 世界的语言和宗教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第三节 人类的聚居地——聚落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章 居民与聚落 学习与探究 乡村民居与环境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章 发展与合作 发展与合作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章 发展与合作 学习与探究 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了什么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附录二 本书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附录二 世界的国家和地区 世界地形图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附录一：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一节 位置和范围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第二节 自然环境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章 我们生活的大洲——亚洲 学习与探究 认识亚洲的国家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一节 日本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节 东南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三节 印度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第四节 俄罗斯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七章 我们邻近的地区和国家 学习与探究 中俄原油管道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一节 中东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节 欧洲西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三节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四节 澳大利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八章 东半球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学习与探究 中澳铁矿石贸易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一节 美国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第二节 巴西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九章 西半球的国家 学习与探究 中美经济联系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十章 极地地区 极地地区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十章 极地地区 学习与探究 中国的极地科考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附录一：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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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附录二：本书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 第一节 疆域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 第二节 人口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 第三节 民族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从世界看中国 学习与探究 我国的海洋国土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形和地势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二节 气候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河流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第四节 自然灾害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环境 学习与探究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一节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二节 土地资源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第三节 水资源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资源 学习与探究 中国的耕地红线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交通运输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农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三节 工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 学习与探究 中国的高速铁路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附录二 本书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附录二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  中国地形图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附录一：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章 中国的地理差异 中国的地理差异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一节 北方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二节 “白山黑水”——东北三省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三节 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高原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 北方地区 第四节 祖国的首都——北京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一节 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二节“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地区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三节“东方明珠”——香港和澳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七章 南方地区 第四节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一节 西北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西北地区 第二节 干旱的宝地——塔里木盆地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一节 青藏地区的自然特征与农业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青藏地区 第二节 高原湿地——三江源地区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可爱的家乡——山东 可爱的家乡——山东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中国在世界中 中国在世界中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附录一：本书主要地理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初中地理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附录二：本书常用地图图例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 第1节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态变化 第2节　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 第3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第1节　质量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第4节　密度与社会生活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第1节　力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第3节　重力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运动和力 第2节　二力平衡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浮力 第2节　阿基米德原理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 第2节　功率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 第4节　机械能及其转化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 第3节　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内能 第1节　分子热运动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内能 第2节　内能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内能 第3节　比热容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 第2节　热机的效率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内能的利用 第3节　能量的转化和守恒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第2节　电流和电路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第5节　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电压 电阻 第2节　串、并联电路中电压的规律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 第2节　欧姆定律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 第3节　电阻的测量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七章　欧姆定律 *第4节　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八章　电功率 第2节　电功率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八章　电功率 第3节　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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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章　电与磁 第5节　磁生电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 第1节　现代顺风耳──电话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 第3节　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一章　信息的传递 第4节　越来越宽的信息之路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1节　能源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3节　太阳能

初中物理 人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十二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4节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物态及其变化 第1节 物态变化 温度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物态及其变化 第2节 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物态及其变化 第3节 汽化和液化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物态及其变化 第4节 升华和凝华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物态及其变化 第5节 生活和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第1节 物体的尺度及其测量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第2节 物体的质量及其测量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第3节 学生实验：探究——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第4节 新材料及其应用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的简单运动 第1节 运动与静止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的简单运动 第2节 探究——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的简单运动 第3节 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的简单运动 第4节 平均速度的测量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声现象 第1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声现象 第2节 乐音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声现象 第3节 噪声与环保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声现象 第4节 声现象在科技中的应用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光现象 第1节 光的传播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光现象 第2节 光的反射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光现象 第3节 学生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光现象 第4节 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光现象 第5节 物体的颜色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常见的光学仪器 第2节 学生实验：探究——凸透镜成像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1节 机械能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2节 内能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3节 探究——物质的比热容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4节 热机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5节 火箭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章 机械能、内能及其转化 第6节 燃料的利用和环境保护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1节 认识电路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2节 学生实验：组装电路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3节 电荷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4节 电流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5节 电压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6节 不同物质的导电性能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7节 探究——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一章 简单电路 第8节 变阻器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 第1节 学生实验：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 第2节 根据欧姆定律测量导体的电阻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 第3节 串、并联电路中的电阻关系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二章 欧姆定律 第4节 欧姆定律的应用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1节 电能和电功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2节 电功率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3节 学生实验：探究——小灯泡的电功率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4节 电流的热效应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5节 家庭电路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三章 电功和电功率 第6节 安全用电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1节 简单磁现象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2节 磁场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3节 电流的磁场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4节 电磁铁及其应用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5节 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6节 直流电动机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四章 磁现象 第7节 学生实验：探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怎样传递信息——通信技术简介 第1节 电磁波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怎样传递信息——通信技术简介 第2节 广播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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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五章 怎样传递信息——通信技术简介 第3节 现代通信技术及发展前景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粒子和宇宙 第1节 探索微观世界的历程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粒子和宇宙 第2节 浩瀚的宇宙

初中物理 北师大版（主编：闫金铎） 九年级全一册 第十六章 粒子和宇宙 第3节 能源：危机与希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实验室 1.走进实验室：学习科学探究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实验室 2.测量：实验探究的重要环节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实验室 3.活动：降落伞比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运动与能量 1.认识运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运动与能量 2.运动的描述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运动与能量 3.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运动与能量 3.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运动与能量 4.能量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声 1.认识声现象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声 2.乐音的三个特征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声 3.噪声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声 4.声与现代科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1.光源 光的传播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2.光的反射定律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3.科学探究：平面镜成像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4.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5.科学探究：凸透镜成像（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5.科学探究：凸透镜成像（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6.神奇的眼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7.通过透镜看世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在光的世界里 8.走进彩色世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态变化 1.物态变化与温度（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态变化 1.物态变化与温度（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态变化 2.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态变化 3.汽化和液化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态变化 4.地球上的水循环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1.质量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2.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3.测量密度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章 质量与密度 4.活动：密度知识应用交流会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认识物理学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1.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2.力的描述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3.弹力 弹簧测力计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4.重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力 5.摩擦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与运动 1.牛顿第一定律 惯性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与运动 2.力的平衡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与运动 3.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 1.压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 2.液体的压强（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 2.液体的压强（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 3.连通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压强 4.大气压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流体的力现象 1.在流体中运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流体的力现象 2.认识浮力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流体的力现象 3.科学探究：浮力的大小（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流体的力现象 3.科学探究：浮力的大小（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流体的力现象 4.沉与浮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1.杠杆（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1.杠杆（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2.滑轮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3.功 功率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4.机械效率（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4.机械效率（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机械与功 5.改变世界的机械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 1.机械能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 2.机械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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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 3.水能和风能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初中物理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与内能 1.分子动理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与内能 2.内能和热量（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与内能 2.内能和热量（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分子动理论与内能 3.比热容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改变世界的热机 1.热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改变世界的热机 2.内燃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改变世界的热机 3.热机效率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认识电路 1.电现象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认识电路 2.电路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认识电路 3.电路的连接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认识电路 4.活动：电路创新设计展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探究电流 1.电流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探究电流 2.电压：电流产生的原因（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探究电流 2.电压：电流产生的原因（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探究电流 3.电阻：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探究电流 3.电阻：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欧姆定律 1.欧姆定律（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欧姆定律 1.欧姆定律（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欧姆定律 2.测量电阻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欧姆定律 3.等效电路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电功率 1.电功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电功率 2.电功率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电功率 3.焦耳定律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章 电功率 4.灯泡的电功率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章 磁与电 1.磁现象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章 磁与电 2.电流的磁场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章 磁与电 3.电磁铁（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章 磁与电 3.电磁铁（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章 磁与电 4.电磁继电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章 电磁相互作用及应用 1.电磁感应现象（一）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章 电磁相互作用及应用 1.电磁感应现象（二）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章 电磁相互作用及应用 2.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章 电磁相互作用及应用 3.电话和传感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家庭用电 1.家用电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家庭用电 2.家庭电路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家庭用电 3.安全用电与保护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家庭用电 4.家庭生活自动化、智能化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章 电磁波与信息技术 1.神奇的电磁波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章 电磁波与信息技术 2.电磁波的应用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章 电磁波与信息技术 3.改变世界的信息技术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物理学与能源技术 1.能量守恒定律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物理学与能源技术 2.能量转化的方向性和效率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物理学与能源技术 3.能源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物理学与能源技术 4.核能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物理学与能源技术 第5节 能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爱上了物理学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初中物理知识结构图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初中物理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 2.1 动与静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 2.2 长度与时间的测量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 2.3 快与慢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 2.4 科学探究：速度的变化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二章 运动的世界 第2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三章 声的世界 3.1 科学探究：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三章 声的世界 3.2 声音的特性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三章 声的世界 3.3 超声与次声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三章 声的世界 第3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1 光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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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2 平面镜成像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3 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4 光的色散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5 科学探究：凸透镜成像（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5 科学探究：凸透镜成像（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4.6 神奇的眼睛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四章 多彩的光 第4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五章 质量与密度 5.1 质量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五章 质量与密度 5.2 学习使用天平和量筒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五章 质量与密度 5.3 科学探究：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五章 质量与密度 5.4 密度知识的应用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五章 质量与密度 第5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1 力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2 怎样描述力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3 弹力与弹簧测力计（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3 弹力与弹簧测力计（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4 来自地球的力（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4 来自地球的力（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5 科学探究：摩擦力（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6.5 科学探究：摩擦力（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第6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 第一章 打开物理世界的大门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7.1 科学探究：牛顿第一定律（第1课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7.1 科学探究：牛顿第一定律（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7.2 力的合成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7.3 力的平衡（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7.3 力的平衡（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七章 力与运动 第7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1 压力的作用效果（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1 压力的作用效果（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2 科学探究：液体的压强（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2 科学探究：液体的压强（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3 空气的“力量”（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3 空气的“力量”（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4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8.4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八章 压强 第8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1 认识浮力（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1 认识浮力（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2 阿基米德原理（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2 阿基米德原理（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3 物体的浮与沉（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9.3 物体的浮与沉（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九章 浮力 第9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1 科学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1 科学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2 滑轮及其应用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3 做功了吗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4 做功的快慢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5 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10.6 合理利用机械能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章 机械与人 第10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一章 小粒子与大宇宙 11.1 走近微观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一章 小粒子与大宇宙 11.2 看不见的运动

初中物理 沪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一章 小粒子与大宇宙 11.3 探索宇宙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12.1 温度与温度计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12.2 熔化与凝固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12.3 汽化与液化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12.4 升华与凝华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12.5 全球变暖与水资源危机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二章 温度与物态变化 第12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1 物体的内能（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1 物体的内能（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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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2 科学探究：物质的比热容（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2 科学探究：物质的比热容（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3 内燃机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13.4 热机效率和环境保护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三章 内能与热机 第13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1 电是什么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2 让电灯发光（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2 让电灯发光（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3 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3 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4 科学探究：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电流（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4 科学探究：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电流（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14.5 测量电压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四章 了解电路 第14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1 电阻和变阻器（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1 电阻和变阻器（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2 科学探究：欧姆定律（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2 科学探究：欧姆定律（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3 “伏安法”测电阻（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3 “伏安法”测电阻（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4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4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5 家庭用电（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15.5 家庭用电（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上学期->第十五章 探究电路 第15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16.1 电流做功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16.2 电流做功的快慢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16.3 测量电功率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16.4 科学探究：电流的热效应（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16.4 科学探究：电流的热效应（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六章 电流做功与电功率 第16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17.1 磁是什么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17.2 电流的磁场（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17.2 电流的磁场（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17.3 科学探究：电动机为什么会转动（第1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17.3 科学探究：电动机为什么会转动（第2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七章 从指南针到磁浮列车 第17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八章 电能从哪里来 18.1 电能的产生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八章 电能从哪里来 18.2 科学探究：怎样产生感应电流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八章 电能从哪里来 18.3 电能的输送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八章 电能从哪里来 第18章 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九章 走进信息时代 19.1 感受信息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九章 走进信息时代 19.2 让信息“飞”起来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十九章 走进信息时代 19.3 踏上信息高速公路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二十章 能源、材料与社会 20.1 能量的转化与守恒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二十章 能源、材料与社会 20.2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初中物理 沪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下学期->第二十章 能源、材料与社会 20.3 材料的开发和利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物理世界 1.1 希望你喜爱物理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物理世界 1.2 测量长度和时间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物理世界 1.3 长度和时间测量的应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物理世界 1.4 尝试科学探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走进物理世界 第1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音与环境 2.1 我们怎样听见声音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音与环境 2.2 我们怎样区分声音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音与环境 2.3 我们怎样区分声音（续）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音与环境 2.4 让声音为人类服务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音与环境 第2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1 光世界巡行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2 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3 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4 探究光的折射规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5 奇妙的透镜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6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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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6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3.7 眼睛与光学仪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和眼睛 第3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4.1 从全球变暖谈起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4.2 探究汽化和液化的特点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4.3 探究熔化和凝固的特点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4.4 升华和凝华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4.5 水循环与水资源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物质的形态及其变化 第4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1 物体的质量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2 探究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3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3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4 认识物质的一些物理属性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我们周围的物质 5.5 点击新材料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1 怎样认识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2 怎样测量和表示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3 重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4 探究滑动摩擦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5 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6.6 探究滑轮的作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机械 第六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运动和力 7.1 怎样描述运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运动和力 7.2 怎样比较运动的快慢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运动和力 7.3 探究物体不受力时怎样运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运动和力 7.4 探究物体受力时怎样运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运动和力 第7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1 认识压强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2 研究液体的压强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3 大气压与人类生活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第8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1 认识浮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2 阿基米德原理（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2 阿基米德原理（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3 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3 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4 神奇的升力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第9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1 认识分子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2 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3 “解剖”原子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4 飞出地球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5 宇宙深处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第10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11.1 怎样才叫做功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11.2 怎样比较做功的快慢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11.3 如何提高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功、功率、机械效率小结与评价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11.4 认识动能和势能（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11.4认识动能和势能（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机械功与机械能 机械能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1 认识内能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2 热量与热值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1-12.2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3 研究物质的比热容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4 热机与社会发展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12.3-12.4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内能与热机 第12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1 从闪电谈起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2 电路的组成和连接方式（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2 电路的组成和连接方式（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画电路图和连接实物图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3 怎样认识和测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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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4 探究串、并联电路的电流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测量电流及串、并联电路电流特点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5 怎样认识和测量电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13.6 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的电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探究简单电路 测量电压及串、并联电路电压特点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14.1 怎样认识电阻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14.2 探究欧姆定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14.3 欧姆定律的应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小专题：电阻测量方法归类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小专题：欧姆定律的综合运用和计算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探究欧姆定律 小专题：电路故障的分析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1 电能与电功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2 认识电功率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1-15.2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3 怎样使用电器正常工作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4 探究焦耳定律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15.3-15.4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电能与电功率 第15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铁与自动控制 16.1 从永磁体谈起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铁与自动控制 16.2 奥斯特的发现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铁与自动控制 16.3 探究电磁铁的磁性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铁与自动控制 16.4 电磁继电器与自动控制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铁与自动控制 第16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动机与发电机 17.1 关于电动机转动的猜想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动机与发电机 17.2 探究电动机转动的原理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动机与发电机 17.3 发电机为什么能发电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动机与发电机 第17章 复习小结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18.1 家庭电路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18.2 怎样用电才安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18.3 电能与社会发展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电磁波与信息时代 19.1 最快的“信使”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电磁波与信息时代 19.2 广播电视与通信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电磁波与信息时代 19.3 走进互联网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能量守恒定律 20.1 能源和能源危机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能量守恒定律 20.2 开发新能源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能量守恒定律 20.3 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能量守恒定律 20.4 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能量守恒定律 第19、20章 电磁波与能量守恒专题复习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电学复习 电学复习一：动态电路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电学复习 电学复习二：电学实验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电学复习 小专题：电路设计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电学复习 小专题：电功率的测量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电学复习 小专题：电磁复习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开放性课外实验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中考计算题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中考简答题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基本测量专题一：密度测量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基本测量专题二：其他三个测量实验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凸透镜成像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光现象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力与运动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质量和密度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热学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电磁学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电功率、焦耳定律综合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基本电路组成及电流、电压电阻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压强、浮力计算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能量与转换效率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力学、热学物理量及公式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电学物理量及其公式的使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基本仪器仪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动态电路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探究实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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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物理在生活中的运用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估测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表格设计专题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复习课 图像专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引言 一、奇妙的物理现象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引言 二、体验科学探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一、声音是什么 第一节 声音是什么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第一节 声音是什么 一、声音是什么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二、乐音的特性 第二节 乐音的特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第二节 乐音的特性 二、乐音的特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三、噪声及其控制 第三节 噪声及其控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第三节 噪声及其控制 三、噪声及其控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第四节 人耳听不到的声音 四、人耳听不到的声音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四、人耳听不到的声音 第四节 人耳听不到的声音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声现象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一、物质的三态  温度的测量 第一节 物质的三态 温度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一节 物质的三态 温度的测量 一、物质的三态  温度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二节 汽化和液化（第一课时）蒸发与沸腾 二、汽化和液化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二、汽化和液化 第二节 汽化和液化（第一课时）蒸发与沸腾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三、熔化和凝固 第二节 汽化和液化（第二课时）液化现象解释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二节 汽化和液化（第二课时）液化现象解释 三、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三节 熔化和凝固 四、升华和凝华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四、升华和凝华 第三节 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四节 升华和凝华 五、水循环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五、水循环 第四节 升华和凝华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综合实践活动 第五节 水循环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物态变化->第五节 水循环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一、光的色彩  颜色 第一节 光的色彩 颜色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一节 光的色彩 颜色 一、光的色彩  颜色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二节 人眼看不见的光 二、人眼看不见的光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二、人眼看不见的光 第二节 人眼看不见的光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三、光的直线传播 第三节 光的直线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三节 光的直线传播 三、光的直线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四节 平面镜 四、平面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四、平面镜 第四节 平面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五、光的反射 第五节 光的反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五节 光的反射 五、光的反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第一节 光的折射 一、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一、光的折射 第一节 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二、透镜 第二节 透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第二节 透镜 二、透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三、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第三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第一课时）初步观察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第三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第一课时）初步观察 三、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四、照相机与眼睛  视力的矫正 第三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第二课时）探究规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第三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第二课时）探究规律 四、照相机与眼睛  视力的矫正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第四节 照相机与眼球 视力的矫正 五、望远镜与显微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五、望远镜与显微镜 第四节 照相机与眼球 视力的矫正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光的折射  透镜 第五节 望远镜与显微镜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第一节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一、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一、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第一节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第二节 速度 二、速度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二、速度 第二节 速度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第三节 直线运动 三、直线运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三、直线运动 第三节 直线运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四、运动的相对性 第四节 运动的相对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物体的运动->第四节 运动的相对性 四、运动的相对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附录 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附录 物理学名词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致同学们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后记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一节 物质的质量 一、物体的质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一、物体的质量 第一节 物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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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二节 测量物体的质量 二、测量物体的质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二、测量物体的质量 第二节 测量物体的质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三、物质的密度 第三节 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三节 物质的密度 三、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四、密度知识的应用 第四节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一课时）密度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四节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一课时）密度的测量 四、密度知识的应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四节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二课时）综合应用 五、物质的物理属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五、物质的物理属性 第四节 密度知识的应用（第二课时）综合应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综合实践活动 第五节 物质的物理属性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物质的物理属性->第五节 物质的物理属性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一、走进分子世界 第一节 走进分子世界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第一节 走进分子世界 一、走进分子世界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二、静电现象 第二节 静电现象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第二节 静电现象 二、静电现象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三、探索更小的微粒 第三节 探索更小的微粒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第三节 探索更小的微粒 三、探索更小的微粒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第四节 宇宙探秘 四、宇宙探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从粒子到宇宙->四、宇宙探秘 第四节 宇宙探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第一节 力 弹力 一、力 弹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一、力 弹力 第一节 力 弹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第二节 重力 力的示意图 二、重力 力的示意图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二、重力 力的示意图 第二节 重力 力的示意图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三、摩擦力 第三节 摩擦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第三节 摩擦力 三、摩擦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第四节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力->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第四节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第一节 二力平衡 一、二力平衡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一、二力平衡 第一节 二力平衡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第二节 牛顿第一定律 二、牛顿第一定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二、牛顿第一定律 第二节 牛顿第一定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三、力与运动的关系 第三节 力与运动的关系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力与运动->第三节 力与运动的关系 三、力与运动的关系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一节 压强（第一课时）压强的基本认识 一、压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一、压强 第一节 压强（第一课时）压强的基本认识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一节 压强（第二课时）压强知识的基本应用 二、液体的压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二、液体的压强 第一节 压强（第二课时）压强知识的基本应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三、气体的压强 第二节 液体的压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二节 液体的压强 三、气体的压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四、浮力 第三节 气体的压强（第一课时）大气压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三节 气体的压强（第一课时）大气压强 四、浮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五、物体的浮与沉 第三节 气体的压强（第二课时）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三节 气体的压强（第二课时）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五、物体的浮与沉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综合实践活动 第四节 浮力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第四节 浮力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压强和浮力 第五节 物体的浮与沉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附录 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附录 物理学名词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致同学们

初中物理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后记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一节 杠杆（第一课时）杠杆要素 平衡条件 一、杠杆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一、杠杆 第一节 杠杆（第一课时）杠杆要素 平衡条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一节 杠杆（第二课时）杠杆分类 杠杆知识的简单应用 二、滑轮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二、滑轮 第一节 杠杆（第二课时）杠杆分类 杠杆知识的简单应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三、功 第二节 滑轮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二节 滑轮 三、功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三节 功 四、功率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四、功率 第三节 功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五、机械效率 第四节 功率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四节 功率 五、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综合实践活动 第五节 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简单机械和功->第五节 机械效率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第一节 动能 势能 机械能（第一课时） 一、动能 势能 机械能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一、动能 势能 机械能 第一节 动能 势能 机械能（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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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二、内能 热传递 第一节 动能 势能 机械能（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第一节 动能 势能 机械能（第二课时） 二、内能 热传递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三、物质的比热容 第二节 内能 热传递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第二节 内能 热传递 三、物质的比热容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第三节 物质的比热容 四、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四、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 第三节 物质的比热容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 第四节 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第一课时）做功改变内能，热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机械能和内能 第四节 机械能与内能的相互转化（第二课时）燃料的热值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第一节 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一、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一、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第一节 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第二节 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二、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二、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第二节 电路连接的基本方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第三节 电流和电流表的使用 三、电流和电流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三、电流和电流表的使用 第三节 电流和电流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四、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第四节 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第四节 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四、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电路初探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第一节 电阻 一、电阻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一、电阻 第一节 电阻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二、变阻器 第二节 变阻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第二节 变阻器 二、变阻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三、欧姆定律 第三节 欧姆定律（第一课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第三节 欧姆定律（第一课时） 三、欧姆定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四、欧姆定律的应用 第三节 欧姆定律（第二课时）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第三节 欧姆定律（第二课时） 四、欧姆定律的应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第四节 欧姆定律应用（第一课时）伏安法测电阻，简单解答题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综合实践活动 第四节 欧姆定律应用（第一课时）伏安法测电阻，简单解答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 第四节 欧姆定律应用（第二课时）串、并联电路，短路问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 第四节 欧姆定律应用（第三课时）测电阻的其他方法，简单故障问题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欧姆定律 第四节 欧姆定律应用（第四课时）综合性问题分析、解答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附录 常用物理量单位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附录 物理学名词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附录 后记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上册 致同学们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一、电能表与电功 第一节 电能表与电功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第一节 电能表与电功 一、电能表与电功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第二节 电功率（第一课时）基本知识 二、电功率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二、电功率 第二节 电功率（第一课时）基本知识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三、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第二节 电功率（第二课时）电功率的测量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第二节 电功率（第二课时）电功率的测量 三、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四、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第三节 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第三节 电热器 电流的热效应 四、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综合实践活动 第四节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五章  电功和电热->第四节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综合实践活动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一、磁体与磁场 第一节 磁体与磁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第一节 磁体与磁场 一、磁体与磁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第二节 电流的磁场 二、电流的磁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二、电流的磁场 第二节 电流的磁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第三节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机 三、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三、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机 第三节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电动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第四节 电磁感应 发电机 四、安装直流电动机模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四、安装直流电动机模型 第四节 电磁感应 发电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转换 五、电磁感应  发电机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一、信息与信息传播 第一节 信息与信息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第一节 信息与信息传播 一、信息与信息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第二节 电磁波及其传播 二、电磁波及其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二、电磁波及其传播 第二节 电磁波及其传播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第三节 现代通信——走进信息时代 三、现代通信——走进信息时代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与现代通信->三、现代通信——走进信息时代 第三节 现代通信——走进信息时代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能源利用与社会发展 一、能源利用与社会发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一、能源利用与社会发展 第一节 能源利用与社会发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二、核能 第二节 核能 太阳能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二节 核能 太阳能 二、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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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三、太阳能 第三节 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三节 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 三、太阳能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第四节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四、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四、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 第四节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五、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附录 常用物理量及其单位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附录 物理学名词中英文索引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附录 后记

初中物理 苏科版 九年级下册 致同学们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走进物理->第二节 走进实验室 观察物理实验室 国际单位制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走进物理->第二节 走进实验室 长度与时间的测量 误差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走进物理 第一节 有趣有用的物理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走进物理 第三节 像科学家一样探究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二节 运动的快慢 速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二节 运动的快慢 匀速直线运动 平均速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 第一节 运动和静止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章 机械运动 第三节 测平均速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二节 声音的特性 音调 响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第二节 声音的特性 音色 乐音和乐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 第一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 第三节 声的利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章 声现象 第四节 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二节 光的反射 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二节 光的反射 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三节 平面镜成像 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实像与虚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三节 平面镜成像 平面镜的应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五节 光的色散 色散 色光的混合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五节 光的色散 物体的颜色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第六节 看不见的光 红外线 紫外线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 第一节 光的传播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章 光现象 第四节 光的折射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二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实验：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透镜及其应用->第二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总结：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透镜及其应用 第一节 透镜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透镜及其应用 第三节 生活中的透镜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章 透镜及其应用 第四节 眼睛和眼镜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一节 质量及其测量 质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一节 质量及其测量 质量的测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二节 密度 探究同种物质的质量和体积的关系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二节 密度 物质的密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三节 测量物质的密度 测量液体的密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三节 测量物质的密度 测量固体的密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四节 密度与社会生活 密度与温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章 质量和密度->第四节 密度与社会生活 密度与物质鉴别 材料与社会发展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一节 力及其作用效果 力 力的作用效果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一节 力及其作用效果 力的三要素 力的示意图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五节 摩擦力 滑动摩擦力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五节 摩擦力 增大与减小摩擦的方法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六节 牛顿第一定律 惯性 牛顿第一定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第六节 牛顿第一定律 惯性 惯性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 第二节 弹力 弹簧测力计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 第三节 重力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章 力和运动 第四节 二力平衡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第一节 压强 压力 压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第一节 压强 增大压强与减小压强的方法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第二节 液体压强 液体压强的特点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第二节 液体压强 液体压强的大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 第三节 连通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 第四节 大气压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七章 压强 第五节 流体压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浮力->第一节 浮力 浮力的概念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浮力->第一节 浮力 物体的浮沉条件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浮力->第二节 阿基米德原理 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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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浮力->第二节 阿基米德原理 阿基米德原理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章 浮力 第三节 浮力的利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一节 杠杆 什么是杠杆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一节 杠杆 杠杆平衡的条件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一节 杠杆 杠杆的应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二节 滑轮 定滑轮和动滑轮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二节 滑轮 滑轮组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六节 机械效率 有用功和额外功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第六节 机械效率 机械效率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 第三节 功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 第四节 功率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 简单机械 功 第五节 功的原理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机械能及其转化 第一节 动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机械能及其转化 第二节 势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机械能及其转化 第三节 机械能及其转化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十章 机械能及其转化 第四节 水能和风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一节 电荷 摩擦起电 静电现象 电荷间的作用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一节 电荷 摩擦起电 摩擦起电的原因 静电的应用和防护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二节 电流和电路 电流 电路的构成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二节 电流和电路 通路、断路和短路 电路图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五节 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探究串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第五节 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探究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 第三节 串联和并联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章 电流和电路 第四节 电流的测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第一节 电压 电源与电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第一节 电压 电压表 用电压表测电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第三节 电阻 导体与绝缘体 电阻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第三节 电阻 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 第二节 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电压的规律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章 电压和电阻 第四节 变阻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欧姆定律->第一节 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欧姆定律->第一节 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欧姆定律 第二节 欧姆定律及其应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欧姆定律 第三节 测量电阻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三章 欧姆定律 第四节 电阻的串联与并联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第三节 电功率 电流做功的快慢 电功率的测量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第三节 电功率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第五节 焦耳定律 电流的热效应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第五节 焦耳定律 焦耳定律 电热的利用和防止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 第一节 电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 第二节 电功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电功率 第四节 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安全用电->第二节 探究家庭电路中电流过大的原因 过载与电流过大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安全用电->第二节 探究家庭电路中电流过大的原因 短路与电流过大 保险丝的作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安全用电 第一节 家庭电路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安全用电 第三节 防止触电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第一节 磁现象 磁性 磁极 磁化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第一节 磁现象 磁场 地磁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第三节 电磁铁 影响通电螺线管磁性强弱的因素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第三节 电磁铁 电磁继电器 磁浮列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 第二节 电生磁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 第四节 电动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 第五节 磁生电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六章 电磁现象 第六节 发电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 第一节 电话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 第二节 电磁波的产生与传播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 第三节 无线电通信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七章 电磁波 第四节 现代通信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物态变化->第三节 汽化和液化 蒸发 沸腾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物态变化->第三节 汽化和液化 液化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物态变化 第一节 温度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物态变化 第二节 熔化和凝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八章 物态变化 第四节 升华和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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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三节 内能及其改变 内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三节 内能及其改变 物体内能的改变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四节 比热容 比热容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四节 比热容 热量的计算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五节 热机 热机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第五节 热机 燃料的热值 热机的效率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 第一节 物质的分子构成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 第二节 分子热运动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十九章 热和能 第六节 能量的转化和守恒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能源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核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太阳能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 能源革命  第五节 能源与环境 

初中物理 鲁科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十章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 能源与环境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化学世界 课题3　走进化学实验室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课题1　空气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课题3　制取氧气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燃料及其利用 课题2　燃料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 课题3　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 实验活动4　金属的物理性质和某些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溶液 课题1　溶液的形成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溶液 课题2　溶解度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溶液 实验活动5　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单元　酸和碱 课题1　常见的酸和碱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单元　酸和碱 实验活动6　酸、碱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一单元　盐 化肥 实验活动8　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初中化学 人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 课题2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第2节 化学研究些什么 化学研究些什么（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第2节 化学研究些什么 化学研究些什么（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第3节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第3节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 怎样学习和研究化学（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 第1节 化学给我们带来什么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开启化学之门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第1节 性质活泼的氧气 性质活泼的氧气（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第1节 性质活泼的氧气 性质活泼的氧气（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第2节 奇妙的二氧化碳 奇妙的二氧化碳（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第2节 奇妙的二氧化碳 奇妙的二氧化碳（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第3节 自然界中的水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基础实验1 氧气的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基础实验2 二氧化碳的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身边的化学物质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1节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1节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1节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第3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1节 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 离子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3节 物质的组成 物质的组成（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3节 物质的组成 物质的组成（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3节 物质的组成 物质的组成（第3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2节 组成物质的化学元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物质构成的奥秘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第1节 常见的化学反应——燃烧 常见的化学反应——燃烧（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第1节 常见的化学反应——燃烧 常见的化学反应——燃烧（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第3节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第3节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第3节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 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与应用（第3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第2节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基础实验3 物质燃烧的条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认识化学变化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第1节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第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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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第1节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 金属的性质和利用（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 第2节 金属矿物 铁的冶炼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 第3节 金属防护和废金属回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 基础实验4 常见金属的性质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金属的冶炼与利用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第2节 溶液组成的表示 溶液组成的表示（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第2节 溶液组成的表示 溶液组成的表示（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第3节 物质的溶解性 物质的溶解性（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第3节 物质的溶解性 物质的溶解性（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 第1节 物质在水中的分散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 基础实验5 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氯化钠溶液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 基础实验6 粗盐的初步提纯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溶解现象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2节 常见的酸和碱 常见的酸和碱（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2节 常见的酸和碱 常见的酸和碱（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2节 常见的酸和碱 常见的酸和碱（第3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2节 常见的酸和碱 复分解反应及其应用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几种重要的盐（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几种重要的盐（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第3节 几种重要的盐 几种重要的盐（第3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 第1节 溶液的酸碱性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 基础实验7 溶液的酸碱性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 基础实验8 酸与碱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应用广泛的酸、碱、盐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第1节 什么是有机化合物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第2节 糖类 油脂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第3节 蛋白质　维生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第1节 能源的综合利用 能源的综合利用（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第1节 能源的综合利用 能源的综合利用（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第3节 环境污染的防治 环境污染的防治（第1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第3节 环境污染的防治 环境污染的防治（第2课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2节 新型材料的研制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 本章复习

初中化学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化学与社会发展 本章作业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 1.1 身边的化学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 1.2 化学实验室之旅（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 1.2 化学实验室之旅（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 1.3 物质的变化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章 大家都来学化学 1.4 物质性质的探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1 空气的成分（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1 空气的成分（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2 构成物质的微粒——分子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3 构成物质的微粒——原子和离子（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3 构成物质的微粒——原子和离子（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3 构成物质的微粒——原子和离子（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4 辨别物质的元素组成（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2.4 辨别物质的元素组成（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章 空气、物质的构成 第二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1 氧气的性质和用途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2 制取氧气（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2 制取氧气（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3 燃烧条件与灭火原理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4 物质组成的表示式（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3.4 物质组成的表示式（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维持生命之气——氧气 第三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4.1 我们的水资源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4.2 水的组成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4.3 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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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4.4 化学方程式（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4.4 化学方程式（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命之源——水 第四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1 洁净的燃料——氢气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2 组成燃料的主要元素——碳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3 二氧化碳的性质和制法（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3 二氧化碳的性质和制法（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3 二氧化碳的性质和制法（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5.4 古生物的“遗产”——化石燃料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章 燃料 第五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6.1 金属材料的物理特性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6.2 金属的化学性质（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6.2 金属的化学性质（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6.3 金属矿物与冶炼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6.4 珍惜和保护金属资源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章 金属 第六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1 溶解与乳化（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1 溶解与乳化（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2 物质溶解的量（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2 物质溶解的量（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3 溶液浓稀的表示（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3 溶液浓稀的表示（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7.4 结晶现象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章 溶液 第七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1 溶液的酸碱性（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1 溶液的酸碱性（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2 常见的酸和碱（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2 常见的酸和碱（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2 常见的酸和碱（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3 酸和碱的反应（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3 酸和碱的反应（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4 常见的盐（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4 常见的盐（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4 常见的盐（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8.5 化学肥料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八章 常见的酸、碱、盐 第八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 9.1 有机物的常识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 9.2 化学合成材料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 9.3 化学能的利用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 9.4 化学物质与健康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与化学 第九章复习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复习 中考复习（一）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复习 中考复习（二）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复习 中考复习（三）

初中化学 科学粤教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复习 中考复习（四）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一 走进化学殿堂 单元1 化学使生活更美好（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一 走进化学殿堂 单元2 如何学习化学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一 走进化学殿堂 单元1 化学使生活更美好（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一 走进化学殿堂 单元2 如何学习化学（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一 走进化学殿堂 单元2 如何学习化学（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1 多组分的空气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2 氧气（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3 自然界的水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2 氧气（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2 氧气（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3 自然界的水（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3 自然界的水（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二 空气和水 单元3 自然界的水（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1 构成物质的微粒（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2 组成物质的元素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3 纯净物组成的表示方法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1 构成物质的微粒（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1 构成物质的微粒（第三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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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2 组成物质的元素（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2 组成物质的元素（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3 纯净物组成的表示方法（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3 纯净物组成的表示方法（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三 物质的构成 单元3 纯净物组成的表示方法（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1 燃烧与灭火（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2 碳及其化合物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3 化石燃料的利用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1 燃烧与灭火（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2 碳及其化合物（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2 碳及其化合物（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2 碳及其化合物（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2 碳及其化合物（第四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3 化石燃料的利用（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四 燃料与燃烧 单元3 化石燃料的利用（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五 化学变化及其表示 单元1 化学变化是有条件的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五 化学变化及其表示 单元2 质量守恒定律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五 化学变化及其表示 单元3 化学方程式（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五 化学变化及其表示 单元3 化学方程式（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五 化学变化及其表示 单元3 化学方程式（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1 物质的溶解过程（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2 物质的溶解性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3 物质溶解性的改变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1 物质的溶解过程（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1 物质的溶解过程（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1 物质的溶解过程（第四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2 物质的溶解性（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2 物质的溶解性（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2 物质的溶解性（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3 物质溶解性的改变（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3 物质溶解性的改变（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上册 专题六 物质的溶解 单元3 物质溶解性的改变（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1 酸性溶液和碱性溶液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2 几种常见的酸和碱（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3 盐 化学肥料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2 几种常见的酸和碱（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2 几种常见的酸和碱（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3 盐 化学肥料（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七 初识酸、碱和盐 单元3 盐 化学肥料（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八 金属和金属材料 单元1 金属材料与金属冶炼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八 金属和金属材料 单元2 金属的性质（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八 金属和金属材料 单元3 金属的锈蚀和防护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八 金属和金属材料 单元2 金属的性质（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八 金属和金属材料 单元3 金属的锈蚀和防护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1 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2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3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4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1 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1 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2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2 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3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3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3 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第三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4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第一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专题九 化学与生活 单元4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第二课时）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实验探究 实验方案的设计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实验探究 思路方法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实验探究 实验评价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总复习 中考易错点专项复习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总复习 实验室制取气体综合实验题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总复习 中考题型之物质相互转换关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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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总复习 中考题型之物质的检验、分离和提纯题

初中化学 科普版 九年级下册 中考总复习 中考化学冲刺复习策略和技巧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第一节 化学真奇妙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第二节 体验化学探究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第二节 体验化学探究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到实验室去 化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一)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一节 运动的水分子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二节 水分子的变化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二节 水分子的变化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三节 原子的构成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到实验室去：化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二）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到实验室去 化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二)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溶液 第一节 溶液的形成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溶液 第二节 溶液组成的定量表示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三单元 溶液 到实验室去：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第一节 空气的成分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第二节 物质组成的表示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第三节 氧气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到实验室去：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二节 化学反应的表示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三节 化学反应中的有关计算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到实验室去：探究燃烧的条件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一节 燃烧与灭火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二节 化石燃料的利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三节 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上册（2012年7月第1版）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到实验室去：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一节 酸及其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二节 碱及其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三节 溶液的酸碱性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四节 酸碱中和反应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七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到实验室去：探究酸和碱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第一节 海洋化学资源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第二节 海水“晒盐”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第三节 海水“制碱”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八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到实验室去：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九单元 金属 第一节 常见的金属材料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九单元 金属 第二节 金属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九单元 金属 第三节 钢铁的锈蚀与防护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九单元 金属 到实验室去：探究金属的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一节 食物中的有机物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二节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三节 远离有毒物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一节 化学与能源开发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二节 化学与材料研制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三节 化学与农业生产

初中化学 鲁教版 九年级下册（2013年1月第1版） 第十一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四节 化学与环境保护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第一节 化学真奇妙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第二节 体验化学探究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到实验室去：化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一）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到图书馆去：你好，化学！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步入化学殿堂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一节 自然界中的水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第二节 水分子的变化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到实验室去：化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二）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到图书馆去：卡尔迪什的发现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探秘水世界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三节 物质组成的表示 化合价的规律、应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第三节 物质组成的表示 化学式的书写、意义、计算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一节 原子的构成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第二节 元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到图书馆去：化学自有深意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物质构成的奥秘 整理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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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到实验室去：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到实验室去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到实验室去 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到实验室去：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第一节 空气的成分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第二节 氧气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到图书馆去：点燃化学革命火种的氧气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我们周围的空气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一节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二节 化学反应的表示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第三节 化学反应中的有关计算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到实验室去：探究燃烧的条件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到图书馆去：用天平称出来的伟大定律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定量研究化学反应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一节 燃烧与灭火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二节 化石燃料的利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第三节 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到实验室去 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到图书馆去：地球越来越热 问题越来越烫手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燃烧与燃料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第一节 溶液的形成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第二节 溶液组成的定量表示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第三节 物质的溶解性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到实验室去：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溶液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到图书馆去：无处不在的溶液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单元 溶液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一节 酸及其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二节 碱及其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三节 溶液的酸碱性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第四节 酸碱中和反应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到实验室去：探究酸和碱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到图书馆去：分子变成离子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单元 常见的酸和碱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第三节 海水“制碱” 纯碱的制法、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第三节 海水“制碱” 盐的性质及应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第三节 海水“制碱” 盐的分类、命名、溶解性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第三节 海水“制碱” 复分解反应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第一节 海洋化学资源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第二节 海水“晒盐”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到实验室去：粗盐中难溶性杂质的去除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到图书馆去：深藏海底的“天火”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单元 海水中的化学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第一节 常见的金属材料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第二节 金属的化学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第三节 钢铁的锈蚀与防护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到实验室去：探究金属的性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到图书馆去：有“锂”走遍天下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单元 金属 整理与复习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一节 食物中的有机物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二节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化学与健康 第三节 远离有毒物质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化学与健康 到图书馆去：阿斯巴甜之“苦”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五单元 化学与健康 整理与复兴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一节 化学与能源开发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二节 化学与材料研制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三节 化学与农业生产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第四节 化学与环境保护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到图书馆去：合成我们的未来

初中化学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全一册 第六单元 化学与社会发展 整理与复习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一章　 认识生物 第一节　 生物的特征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一章　 认识生物 第二节　 调查周边环境中的生物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 第三节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 第一节　 种子的萌发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 第二节　 植株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 第三节　 开花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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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六章　 爱护植被，绿化祖国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 第三节　青春期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 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 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 第三节　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 第三节　输送血液的泵——心脏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二节　神经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四节　激素调节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第二节　探究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第三节　拟定保护生态环境的计划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 第一节　腔肠动物和扁形动物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 第二节　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 第三节　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 第一节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 第三节　真菌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 第四节　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第四章　细菌和真菌 第五节　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 第五章　病毒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一章　根据生物的特征进行分类 第一节　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 第三章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二节 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五节 生物的变异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 第二节 免疫与计划免疫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 第一节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健康地生活 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

初中生物学 人教版 八年级下册 学习还将继续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一章 开启生物科学之门 第一节 走进生物实验室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一章 开启生物科学之门 第二节 学会观察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一章 开启生物科学之门 第三节 练习测量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一章 开启生物科学之门 第四节 学习探究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节 细胞 一、观察细胞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节 细胞 二、细胞的结构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节 细胞 三、细胞各部分的功能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节 细胞 四、细胞的分裂与生长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二节 细胞分化形成组织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三节 多细胞生物体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二章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四节 单细胞生物体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第六节 被子植物 一、双子叶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第六节 被子植物 二、单子叶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一节 在实验室里观察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二节 校园植物观察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三节 藻类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四节 苔藓植物与蕨类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五节 裸子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植物 第七节 我国的珍稀植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一节 田野动物调查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二节 腔肠动物和扁形动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三节 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四节 软体动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五节 节肢动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六节 鱼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七节 两栖类和爬行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八节 鸟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九节 哺乳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四章 多种多样的动物 第十节 我国的珍稀动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五章 物种的多样性 第一节 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我们身边的生命世界->第五章 物种的多样性 第二节 练习对生物进行鉴别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第一节 食物 一、食物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第一节 食物 二、怎样实现合理膳食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第二节 食物的消化 一、食物在口腔中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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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第二节 食物的消化 二、食物在胃肠内的消化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 第三节 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一章 合理膳食 平衡营养 第四节 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一、血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二、血型和输血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器官 一、血管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器官 二、心脏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 第三节 物质运输的路线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二章 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 第四节 心脏和血管的保护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三章 健肺强肾　精力充沛->第一节 呼吸 一、呼吸道和肺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三章 健肺强肾　精力充沛->第一节 呼吸 二、呼吸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三章 健肺强肾　精力充沛->第一节 呼吸 三、吸烟的危害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三章 健肺强肾　精力充沛->第二节 排泄 一、肾脏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三章 健肺强肾　精力充沛->第二节 排泄 二、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第一节 信息的获取 一、视觉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第一节 信息的获取 二、听觉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第三节 信息的处理 一、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反射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第三节 信息的处理 二、条件反射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 第二节 信息的传递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四章 合理用脑 高效学习 第四节 合理用脑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五章 正常发育 健康成长 第一节 激素与生长发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五章 正常发育 健康成长 第二节 健康地度过青春期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一节　人体的运动 一、非特异性免疫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一节 免疫 一、非特异性免疫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一节　人体的运动 二、特异性免疫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一节 免疫 二、特异性免疫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二节　锻炼与健康 一、常见的疾病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二节 疾病与预防 一、常见的疾病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二节　锻炼与健康 二、传染病的预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第二节 疾病与预防 二、传染病的预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 第三节 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六章 增强免疫 预防疾病 第四节 新发传染病的防控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七章 健康生活 科学用药 第一节 健康生活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七章 健康生活 科学用药 第二节 安全用药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七章 健康生活 科学用药 第三节 拒绝毒品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第七章 健康生活 科学用药 第四节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我们的身体与健康的生活 第八章 科学用药 保障健康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一章 种子的萌发和芽的发育 第一节 种子萌发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一章 种子的萌发和芽的发育 第二节 种子萌发的条件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一章 种子的萌发和芽的发育 第三节 芽的发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二章 根的吸收作用 第一节 根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二章 根的吸收作用 第二节 根对水分的吸收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二章 根的吸收作用 第三节 无机盐与植物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三章 叶的光合作用 第一节 光合作用的产物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三章 叶的光合作用 第二节 光合作用的原料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三章 叶的光合作用 第三节 光合作用的场所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四章 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 第一节 呼吸作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第四章 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 第二节 蒸腾作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植物的生活 第五章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动物的生活->第一章 动物的运动 第一节 运动的基础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动物的生活->第一章 动物的运动 第二节 运动的完成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动物的生活->第二章 动物的行为 第一节 动物行为的特点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动物的生活->第二章 动物的行为 第二节 动物行为的类型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动物的生活->第二章 动物的行为 第三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一章 细菌和病毒 第一节 细菌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一章 细菌和病毒 第二节 病毒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二章 真菌 第一节 酵母菌和霉菌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二章 真菌 第二节 食用真菌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一节 发酵食品的制作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第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二节 食品保存技术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微生物的生活 第四章 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繁殖->第一节 被子植物的生殖 一、有性生殖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繁殖->第一节 被子植物的生殖 二、无性生殖

第 112 页

20
22
精
品
课



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繁殖->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发育 一、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繁殖->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发育 二、两栖类、鸟类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繁殖 第三节 人的生殖和胚胎发育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 一、性状和性状的传递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 二、遗传的物质基础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 三、人的性别决定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二节 变异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三节 遗传病与优生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三章 生物的起源与进化->第二节 生物的进化 一、生物进化的历程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三章 生物的起源与进化->第二节 生物的进化 二、生物进化的原因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三章 生物的起源与进化 第一节 生命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第三章 生物的起源与进化 第三节 人类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的繁衍和发展 第四章 现代生物技术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第一节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一、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第一节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二、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二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类型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二节 食物链和食物网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三节 生物圈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和发展 第一节 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和发展 第二节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和发展 第三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和发展 第四节 保护生态环境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生命的世界 第1节 形形色色的生物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生命的世界 第2节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影响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探索生命 第1节 生物学是探索生命的科学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探索生命 第2节 生物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细胞 第1节 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细胞 第1节 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细胞 第2节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单位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细胞 第3节 细胞通过分裂而增殖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1节 细胞分化形成组织（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1节 细胞分化形成组织（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第2节 生物体的器官、系统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1节 光合作用（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1节 光合作用（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1节 光合作用（第3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2节 呼吸作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3节 吸收作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4节 蒸腾作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 第5节 运输作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 第1节 种子萌发形成幼苗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 第2节 营养器官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 第3节 生殖器官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 第7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人体的营养 第1节 人类的食物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人体的营养 第2节 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人体的营养 第2节 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人体的营养 第3节 合理膳食与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1节 血液（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1节 血液（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2节 血液循环（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2节 血液循环（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人体的能量供应 第1节 食物中能量的释放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人体的能量供应 第2节 人体细胞获得氧气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1节 人体产生的代谢废物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2节 尿的形成与排出（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2节 尿的形成与排出（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3节 皮肤与汗液分泌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1节 神经系统与神经调节（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1节 神经系统与神经调节（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2节 感受器和感觉器官（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2节 感受器和感觉器官（第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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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2节 感受器和感觉器官（第3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人体的自我调节 第3节 激素调节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健康地生活 第1节 健康及其条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健康地生活 第2节 预防传染病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健康地生活 第3节 人体免疫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健康地生活 第4节 当代主要疾病和预防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人在生物圈中的义务 第1节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人在生物圈中的义务 第2节 保护生物圈是全人类的共同义务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动物的运动 第1节 动物运动的方式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动物的运动 第2节 动物运动的形成（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动物的运动 第2节 动物运动的形成（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动物的运动 第2节 动物运动的形成（第3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动物的行为 第1节 先天性行为和后天学习行为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动物的行为 第2节 动物行为的主要类型（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动物的行为 第2节 动物行为的主要类型（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动物的行为 第3节 动物行为的研究（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动物的行为 第3节 动物行为的研究（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7章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1节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7章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2节 我国的动物资源及保护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1节 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1节 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2节 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人的生殖和发育（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人的生殖和发育（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第3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3节 植物的生殖方式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1节 遗传和变异现象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2节 性状遗传的物质基础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3节 性状遗传有一定的规律性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4节 性别和性别决定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5节 遗传与环境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6节 遗传病和人类健康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1节 生命的起源（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1节 生命的起源（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2节 生物的进化（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2节 生物的进化（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2节 生物的进化（第3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3节 人类的起源与进化（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1章生命的发生和发展 第3节 人类的起源与进化（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1节 生物的分类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2节 原生生物的主要类群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3节 植物的主要类群（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3节 植物的主要类群（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4节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物种的多样性 第4节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1节 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2节 生态系统概述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3节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第1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3节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第2课时）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第4节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人与环境 第1节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人与环境 第2节 关注农村环境*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人与环境 第3节 关注城市环境*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人与环境 第4节 家居环境与健康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5章生物技术 第1节 发酵技术

初中生物学 北师大版 八年级下册 第25章生物技术 第2节 现代生物技术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第一节 生物的基本特征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第二节 生物的生活环境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第三节 生物学的探究方法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第四节 生物学的研究工具（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一章 认识生命现象 第四节 生物学的研究工具（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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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二章 观察生物结构 第一节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二章 观察生物结构 第一节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二章 观察生物结构 第二节 细胞的分裂与分化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奇妙的生命现象->第二章 观察生物结构 第三节 多细胞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一节 绿色植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一节 绿色植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二节 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二节 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三节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三节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四节 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一章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第五节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鱼类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两栖类和爬行类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鸟类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哺乳类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一节 无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一节 无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二节 脊椎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三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三节 动物的运动（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三节 动物的运动（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四节 动物的行为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二章 生物圈中的动物 第五节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一节 病毒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二节 细菌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三节 真菌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四节 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 第三章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四章 生物的分类 第一节 生物的分类方法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生物世界->第四章 生物的分类 第二节 生物的分类单位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第一节 食物的营养成分（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第一节 食物的营养成分（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生活需要营养 第三节　合理膳食与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一节 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一节 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一节 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第三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二节 人体内能量的利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空气 第三节 呼吸保健与急救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器官（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器官（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三节 物质运输的途径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 第四节 关注心血管健康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一节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一节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四章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 第二节 汗液的形成和排出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一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二节 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二节 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三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四节 人体对周围世界的感知（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四节 人体对周围世界的感知（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五节 神经系统的卫生保健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第一节 人体的免疫功能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第二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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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第三节 安全用药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 第六章　免疫与健康（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一节 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二节　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二节 保护我们的家园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一节 花的结构和类型（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一节 花的结构和类型（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二节 传粉与受精（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二节 传粉与受精（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三节 果实和种子的形成（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三节 果实和种子的形成（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四节 种子的萌发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五节 根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五节 根的结构与功能（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六节 芽的类型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一章 绿色开花植物的一生 第七节 植物的无性生殖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一节 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二节 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三节 鸟的生殖和发育（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二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三节 鸟的生殖和发育（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三章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第一节 婴儿的诞生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三章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第二节 青春期发育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三章 人类的生殖和发育 第三节 走向成熟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一节 遗传的物质基础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二节 性状的遗传（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二节 性状的遗传（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三节 人类染色体与性别决定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四节 生物的变异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第四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五节 人类优生与基因组计划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 第四单元 物种的延续（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一节 生命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证据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四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二章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生命的演化->第二章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第二节 人类的进化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环境对生物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一章 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第二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与影响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二节 食物链和食物网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三节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第一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三节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第二课时）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四节 生态系统的类型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五节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二章 生态系统 第一章 生态系统（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第二节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 第六单元 生物与环境（通用）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技术->第一章 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一节 发酵技术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技术->第一章 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二节 食品保存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技术->第二章 现代生物技术 第一节 基因工程

初中生物学 济南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生物技术->第二章 现代生物技术 第二节 克隆技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周围的生物世界 第一节 我们周围的生物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周围的生物世界 第二节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章 周围的生物世界 第三节 我们身边的生物学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探索生命 第一节 探索生命的器具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章 探索生命 第二节 探索生命的方法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一节 植物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二节 人和动物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章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三节 细胞分裂与分化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物体的组成 第一节 单细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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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章 生物体的组成 第二节 多细胞生物体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一节 植物种子的萌发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二节 植物根的生长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三节 植物生长需要水和无机盐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四节 植物茎的输导功能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章 绿色植物的一生 第五节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一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发现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二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场所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三节 植物光合作用的实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四节 植物的呼吸作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章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第五节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应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章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一节 绿色植物是食物之源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章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二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物质循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章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三节 绿化，我们共同的行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一节 精卵结合孕育新的生命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二节 人的生长发育和青春期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三节 人体概述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人的食物来自环境 第一节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人的食物来自环境 第二节 人体的消化与吸收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九章 人的食物来自环境 第三节 膳食指南与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一节 血液和血型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二节 人体的血液循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三节 人体和外界环境的气体交换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四节 人体内的气体交换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章 人体内的物质运输和能量供给 第五节 人体能量的供给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人体内的废物排入环境 第一节 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一章 人体内的废物排入环境 第二节 人体废物的排出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一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二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二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三节 人体感知信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三章 人是生物圈中的一员 第一节 关注生物圈——环境在恶化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十三章 人是生物圈中的一员 第二节 保护生物圈——从自身做起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第一节 五彩缤纷的植物世界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第二节 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第三节 神奇的微生物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四章 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第四节 生物的分类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五章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第二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艰巨使命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一节 生命的诞生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学说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六章 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 第四节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动物的运动 第一节 动物运动的形式和能量供应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七章 动物的运动 第二节 动物的运动依赖于一定的结构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八章 动物的行为 第一节 动物行为的主要类型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八章 动物的行为 第二节 动物行为的生理基础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九章 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十九章 生态系统 第二节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十章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物圈中的各种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十章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第二节 生物圈是生物的共同家园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一节 生物的无性生殖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二节 植物的有性生殖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三节 昆虫的生殖与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四节 两栖类的生殖与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一章 生物的生殖与发育 第五节 鸟类的生殖与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一节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二节 人的性状和遗传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三节 人的性别决定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四节 遗传病和优生优育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五节 生物的变异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发酵技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三章 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术 第二节 食品保存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四章 现代生物技术 第一节 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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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四章 现代生物技术 第二节 关注生物技术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五章 疾病与免疫 第一节 传染病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五章 疾病与免疫 第二节 威胁健康的主要疾病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五章 疾病与免疫 第三节 免疫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珍爱生命 第一节 远离烟酒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珍爱生命 第二节 拒绝毒品

初中生物学 苏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十六章 珍爱生命 第三节 关注健康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 第1节 生物与生物学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 第2节 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一课时）观察与实验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 第2节 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二课时）学习使用显微镜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1章 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 第2节 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三课时）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生物与环境 第1节 生物生存的环境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生物与环境 第2节 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生物与环境 第3节 生物对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2章 生物与环境 第4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生态系统和生物圈 第1节 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3章 生态系统和生物圈 第2节 生物生存的家园——生物圈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绿色植物是有机物的生产者 第1节 植物的光合作用（第一课时）植物的光合作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绿色植物是有机物的生产者 第1节 植物的光合作用（第二课时）探究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绿色植物是有机物的生产者 第2节 绿色植物的生长需要水和无机盐（第一课时）绿色植物的生长需要水和无机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4章 绿色植物是有机物的生产者 第2节 绿色植物的生长需要水和无机盐（第二课时）探究植物对水和无机盐的吸收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人体的物质和能量来源于食物 第1节 饮食与营养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人体的物质和能量来源于食物 第2节 营养物质的作用 第3节 合理膳食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人体的物质和能量来源于食物 第4节 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第一课时）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5章 人体的物质和能量来源于食物 第4节 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第二课时）食物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6章 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 第1节 食物链 第2节 食物网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能量的释放与呼吸 第1节 能量的释放和利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上册 第7章 能量的释放与呼吸 第2节 人体的呼吸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生物体有相同的基本结构 第1节 生物体的基本结构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8章 生物体有相同的基本结构 第2节 细胞的分裂和分化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生物体有相似的结构层次 第1节 植物体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生物体有相似的结构层次 第2节 人体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9章 生物体有相似的结构层次 第3节 单细胞的生物体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水中的生物 第1节 水中的动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章 水中的生物 第2节 水中的藻类植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地面上的生物 第1节 地面上的植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章 地面上的生物 第2节 地面上的动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空中的生物 第1节 鸟类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章 空中的生物 第2节 昆虫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土壤里的生物 第1节 土壤里的小动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章 土壤里的生物 第2节 土壤里的微生物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第1节 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章 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第2节 生物检索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 第1节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一课时）血管和心脏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 第1节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二课时）血液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 第1节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三课时）血液循环的途径、注意预防心血管疾病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 第2节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第一课时）泌尿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章 人体内平衡的维持 第2节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第二课时）尿液的形成和排出、汗液的排出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1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第一课时）人体的神经系统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1节 人体的神经调节（第二课时）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2节 人体对信息的感知（第一课时）眼与视觉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2节 人体对信息的感知（第二课时）耳与听觉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3节 人体的激素调节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7章 动物的运动与行为 第1节 人体的运动（第一课时）人体的支架——骨骼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7章 动物的运动与行为 第1节 人体的运动（第二课时）关节，骨骼肌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7章 动物的运动与行为 第2节 动物的行为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1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一课时）植物的蒸腾作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1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二课时）绿色植物在生物圈水循环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2节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8章 生态系统的稳定 第3节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植物的生殖（第一课时）受精与果实的形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植物的生殖（第二课时）植物的营养繁殖和组织培养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植物的生长发育（第一课时）观察种子的形态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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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植物的生长发育（第二课时）探究种子的萌发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19章 植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植物的生长发育（第三课时）种子萌发的过程、芽的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动物的生殖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0章 动物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动物的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1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1节 人的生殖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上册 第21章 人的生殖和发育 第2节 人的个体发育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第1节 生物的遗传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2章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第2节 生物的变异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 生物的进化 第1节 生命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 生物的进化 第2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 生物的进化 第3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3章 生物的进化 第4节 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 人类对疾病的抵御 第1节 人体的免疫防线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4章 人类对疾病的抵御 第2节 传染病的预防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5章 现代生活与人类的健康 第1节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5章 现代生活与人类的健康 第2节 关注家庭生活安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5章 现代生活与人类的健康 第3节 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6章 留住碧水蓝天 第1节 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6章 留住碧水蓝天 第2节 保护生物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6章 留住碧水蓝天 第3节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初中生物学 苏科版 八年级下册 第26章 留住碧水蓝天 第4节 建设生态家园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一章 认识生物 第一节 生物的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一章 认识生物 第二节 调查周边环境中的生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一节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环境中的生态因素以及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一节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二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二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生物对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三节 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概念、组成以及食物链和食物网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第三节 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以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 第四节 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生物和生物圈->第二章 了解生物圈 第五节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章 观察细胞的结构->第二节 观察植物细胞 实验：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章 观察细胞的结构->第二节 观察植物细胞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章 观察细胞的结构 第一节 练习使用显微镜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一章 观察细胞的结构 第三节 观察动物细胞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第一节 细胞的生活 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和能量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第一节 细胞的生活 细胞核是控制中心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二章 细胞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第二节 单细胞生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三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第二节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细胞分化形成不同的组织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三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第二节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器官形成并构成系统和人体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三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 第一节 细胞的分裂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第三章 细胞怎样构成生物体 第三节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第三节 种子植物 实验：观察种子的结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第三节 种子植物 种子的基本结构及对环境的适应特点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第三节 种子植物 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 第一节 藻类植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一章 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 第二节 苔藓和蕨类植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一节 种子的萌发 测定种子的发芽率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一节 种子的萌发 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一节 种子的萌发 种子萌发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二节 植株的生长 幼根的生长和芽的发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二节 植株的生长 植株的生长需要营养物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三节 开花和结果 花的结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三节 开花和结果 传粉和受精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 被子植物的一生->第三节 开花和结果 果实和种子的形成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一节 水分进入植物体内的途径 植物的生活需要水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一节 水分进入植物体内的途径 根适于吸水的特点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一节 水分进入植物体内的途径 水分的运输途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二节 绿色植物参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植物的蒸腾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三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第二节 绿色植物参与生物圈的水循环 绿色植物参与了生物圈的水循环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四章 绿色植物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制造者 实验：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四章 绿色植物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制造者 实验：测定种子中的有机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四章 绿色植物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制造者 绿色植物制造有机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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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第一节 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原料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第一节 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光合作用能产生氧气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第一节 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光合作用原理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第二节 呼吸作用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 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五章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第二节 呼吸作用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 绿色植物在维持生物圈碳—氧平衡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六章 爱护植被，绿化祖国 我国植被的主要类型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六章 爱护植被，绿化祖国 调查当地或我国某地的植被状况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六章 爱护植被，绿化祖国 爱护植被，从我做起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人类的起源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人的进化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二节 人的生殖 男、女性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二节 人的生殖 受精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二节 人的生殖 人的胚胎发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三节 青春期 青春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一章 人的由来->第三节 青春期 青春期的卫生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食物中主要的营养物质及其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 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 消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二节 消化和吸收 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三节 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合理营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第三节 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一节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呼吸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一节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呼吸道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二节 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 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二节 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 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以及血液与组织细胞的气体交换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三节 空气质量与健康 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三章 人体的呼吸->第三节 空气质量与健康 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防治大气污染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血液的组成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实验：用显微镜观察人血的永久涂片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一节 物质运输的载体 输血与血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管道 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的特点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二节 物质运输的管道 实验：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三节 物质运输的途径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三节 物质运输的途径 血液循环的途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四节 关注心血管健康 心血管疾病与健康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四章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第四节 关注心血管健康 模拟实验：模拟动脉粥样硬化对血液流动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第一节 尿的形成和排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五章 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第二节 汗液的形成和排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一节 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眼和视觉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一节 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近视及其预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一节 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 耳和听觉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二节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二节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三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反射与反射弧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三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反射的类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三节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测定反应速度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四节 激素调节 人体主要的内分泌腺及其分泌的激素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四节 激素调节 激素对于生命活动的调节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六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第四节 激素调节 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探讨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分析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环境的事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二节 探究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模拟探究酸雨对生物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二节 探究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 其他环境污染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造成危害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三节 拟定保护生态环境的计划 评价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生物圈中的人->第七章 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第三节 拟定保护生态环境的计划 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计划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一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常见的传染病及其病因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一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一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二节 免疫与计划免疫 人体的三道防线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二节 免疫与计划免疫 免疫的功能与计划免疫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第二节 免疫与计划免疫 艾滋病及常见传染病的预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第一节 安全用药 设计一份旅行小药箱的药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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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第一节 安全用药 药物分类和安全用药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第二节 急救常识 紧急呼救和心肺复苏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二章 用药和急救->第二节 急救常识 出血和止血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一节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健康的评价与含义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一节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保持愉快的心情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二节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二节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探究酒精或烟草浸出液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健康地生活->第三章 了解自己 增进健康->第二节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一节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认识菌落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一节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探究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二节 细菌 细菌的发现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二节 细菌 细菌的形态、结构和生殖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三节 真菌 认识真菌并观察酵母菌和霉菌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三节 真菌 真菌的结构和繁殖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四节 细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细菌和真菌作为分解者参与物质循环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四节 细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细菌和真菌与动植物和人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五节 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细菌、真菌与食品的制作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五节 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细菌、真菌与食品的保存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一章 细菌和真菌->第五节 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人类对细菌、真菌的其他利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二章 病毒 病毒的发现、种类及主要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第二章 病毒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节 腔肠动物和扁形动物 腔肠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一节 腔肠动物和扁形动物 扁形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节 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 线形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节 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 实验：观察蚯蚓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二节 线形动物和环节动物 环节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三节 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 软体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三节 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四节 鱼类 鱼类的主要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四节 鱼类 鱼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五节 两栖类和爬行类 两栖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五节 两栖类和爬行类 爬行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六节 鸟类 探究鸟适于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六节 鸟类 鸟类的主要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六节 鸟类 鸟类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七节 哺乳类 哺乳动物的主要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七节 哺乳类 调查一种养殖动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一章 动物的主要类群->第七节 哺乳类 哺乳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一节 动物的运动 运动系统的组成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一节 动物的运动 骨、关节和骨骼肌的协调配合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区分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探究动物的先天性行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探究动物的学习行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三节 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的特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三节 社会行为 探究蚂蚁的通讯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第三节 社会行为 群体中的信息交流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第二节 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调查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第二节 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动物与生物反应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第二节 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动物与仿生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生物圈中的动物->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第一节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一节 植物的生殖 植物的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一节 植物的生殖 无性生殖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一节 植物的生殖 扦插材料的处理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二节 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家蚕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二节 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其他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三节 鸟的生殖和发育 鸟的生殖和发育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一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三节 鸟的生殖和发育 观察鸟卵的结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的物质基础 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一节 遗传的物质基础 基因是包含遗传信息的DNA片段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二节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生物的性状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二节 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基因控制性状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三节 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 基因经精子或卵细胞传递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三节 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 基因的显性与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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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三节 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 禁止近亲结婚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四节 人的性别遗传 男女染色体的差别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四节 人的性别遗传 生男生女机会均等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五节 生物的变异 探究一种变异现象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二章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第五节 生物的变异 人类应用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一节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生命起源的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一节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 尝试运用证据和逻辑作出推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生物进化的证据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历程 生物进化的大致历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 分析生物进化的一个实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 模拟探究保护色的形成过程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 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第三节 生物进化的原因 自然选择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一章 生物的分类->第一节 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植物的分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一章 生物的分类->第一节 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动物的分类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一章 生物的分类 第二节 从种到界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一节 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物种的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一节 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基因的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一节 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二节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及其原因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二节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建立自然保护区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九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第二章 生物的多样性->第二节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角色扮演：讨论怎样做到人鹭和谐共处

初中生物学 鲁科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学习并没有结束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唱祖国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劳动的歌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齐鲁乡情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金曲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军民一家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雪域天音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音诗音画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生命之杯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海泛舟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京腔昆韵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流行乐风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南情韵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岁月回声

初中音乐 人音版（吴斌主编）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灵感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青春起跑线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军歌嘹亮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祖国之恋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民乐华彩（一）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动感地带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和谐之声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万里长城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乐（五）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合唱选粹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民乐华彩（二）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影视频道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创建绿色家园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运情怀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收获的季节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中国民歌集锦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交响入门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轻音乐之页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永不言败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灿烂的西部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烽火历程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外国民歌集锦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西乐经典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乐（六）

初中音乐 冀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爱满人间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青春放歌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龙的传人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环球器乐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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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海之韵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歌舞剧场——中国篇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飞向蓝天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江山如画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金钟齐鸣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撷英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古韵流芳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歌舞剧场——外国篇

初中音乐 冀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拥抱明天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阳光少年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诗画江南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一 综合活动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农家新曲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亚洲采风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红红中国年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二 综合活动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童年的记忆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欧洲风情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希望的田野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一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草原牧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爱心呼唤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动漫奇幻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京韵悠悠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西部放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军旅风采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一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天山弦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蓝色的密西西比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母亲河礼赞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绿色的家园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江河奔流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茂密的白桦林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一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中华乐韵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南国琴音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荧屏乐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梨园百花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缤纷剧院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华夏经典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一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雪域神韵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古典乐章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乐海新潮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音乐俱乐部二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旋转舞台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历史的回响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浪漫诗篇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一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山寨素描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鼓点与舞步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青春起飞

初中音乐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音乐俱乐部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01.光荣少年（演唱） 光荣少年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01.光荣少年（演唱） 年少的味道（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02.年少的味道（演唱） 变声期的嗓音保护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02.年少的味道（演唱） 五线谱识读（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荣少年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3.我的太阳（欣赏）  我的太阳  伏尔加船夫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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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3.我的太阳（欣赏）  我爱你，中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3.我的太阳（欣赏）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4.伏尔加船夫曲（欣赏） 雪绒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5.我爱你，中国 （欣赏） 人声的分类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05.我爱你，中国 （欣赏） 五线谱识读（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 06.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美妙的人声 07.雪绒花（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08.欢欣的日子 （欣赏） 欢欣的日子 空山鸟语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08.欢欣的日子 （欣赏） 喜相逢（选学） 阳春白雪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09.空山鸟语（欣赏） 中国民族乐器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10.喜相逢（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八音和鸣（一） 11.阳春白雪（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12.洗衣歌（欣赏） 洗衣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13.青春舞曲 （演唱） 青春舞曲 踏浪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14.踏浪（演唱） 五线谱识读（三）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班级演唱组合 4、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15.放马山歌（演唱） 放马山歌 脚夫调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16.脚夫调（演唱） 澧水船夫号子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16.脚夫调（演唱） 槐花几时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17.澧水船夫号子（欣赏） 民歌（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18.槐花几时开（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一） 19.民歌（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20.卡门序曲 （欣赏） 卡门序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20.卡门序曲 （欣赏） 图画展览会（选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20.卡门序曲 （欣赏） 大进行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 21.图画展览会（选段）（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一） 22.大进行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23.在灿烂阳光下 （演唱） 在灿烂阳光下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23.在灿烂阳光下 （演唱） 中国人（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24.中国人（演唱） 生死不离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25.生死不离（欣赏） 五线谱识读（四）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在灿烂阳光下 4、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皇帝的新装->26.皇帝的新装（综合艺术表演） 皇帝的新装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隐形的翅膀 童年 飞得更高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01.我们是春天（演唱） 我们是春天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01.我们是春天（演唱） 春天又来临（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01.我们是春天（演唱） 春之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02.春天又来临（演唱） 音乐的段落划分及内部结构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3、活动与练习 03.春之歌（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我们是春天->03.春之歌（演唱）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二）->04.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选段）（欣赏）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片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二）->04.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选段）（欣赏） 野蜂飞舞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二）->04.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选段）（欣赏） 幽默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二）->05.野蜂飞舞（欣赏） 西洋管弦乐器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二） 06.幽默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丽的村庄->07.德涅泊尔（演唱） 德涅泊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丽的村庄->07.德涅泊尔（演唱） 美丽的村庄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丽的村庄->08.美丽的村庄（演唱） 音阶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丽的村庄->08.美丽的村庄（演唱） 调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美丽的村庄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一）->09.二泉映月（欣赏） 二泉映月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一）->09.二泉映月（欣赏） Mong Dong（片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一）->09.二泉映月（欣赏） 蓝花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一） 10.Mong Dong（片段）（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一） 11.兰花花（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2.丢丢铜仔（演唱） 丢丢铜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采茶灯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采茶调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绣荷包（云南）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绣荷包（山西）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月儿弯弯照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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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3.采茶灯（欣赏） 王大娘钉缸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14.采茶调（欣赏） 民歌（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 15.绣荷包（云南）（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 16.绣荷包（山西）（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 17.月儿弯弯照九州（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泥土的歌（二） 18.王大娘钉缸（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19.原始狩猎图（欣赏） 原始狩猎图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19.原始狩猎图（欣赏） 梅花三弄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19.原始狩猎图（欣赏） 楚商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19.原始狩猎图（欣赏） 十面埋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 20.梅花三弄（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 21.楚商（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八音和鸣（二） 22.十面埋伏（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梨园百花（一）->23.甘洒热血写春秋（演唱） 甘洒热血写春秋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梨园百花（一）->24.唱脸谱（欣赏） 唱脸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梨园百花（一）->24.唱脸谱（欣赏）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梨园百花（一）->25.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欣赏） 京剧常识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梨园百花（一） 4、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乡间的小路->26.乡间的小路（演唱） 乡间的小路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乡间的小路->27.天路（欣赏） 天路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乡间的小路->27.天路（欣赏） 思乡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乡间的小路->28.思乡曲（欣赏） 五声调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乡间的小路 4、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明天会更好 红旗飘飘 四季花雨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七年级下册 期末考查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举杯祝福->01.歌唱祖国（演唱） 歌唱祖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举杯祝福->01.歌唱祖国（演唱） 举杯祝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举杯祝福->02.举杯祝福（演唱） 国家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举杯祝福->03.国家（欣赏） 五线谱识读（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举杯祝福 4、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04.百鸟朝凤（欣赏） 百鸟朝凤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04.百鸟朝凤（欣赏） 江河水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04.百鸟朝凤（欣赏） 渔舟唱晚（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04.百鸟朝凤（欣赏） 夜深沉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 05.江河水（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 06.渔舟唱晚（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三） 07.夜深沉（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08.年轻的朋友（演唱） 年轻的朋友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09.都达尔和玛利亚（欣赏） 都达尔和玛利亚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09.都达尔和玛利亚（欣赏） 阿瓦尔古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09.都达尔和玛利亚（欣赏） 银杯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 10.阿瓦尔古丽（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泥土的歌（三） 11.银杯（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12.c小调（“革命”）练习曲（欣赏） c小调（“革命”）练习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12.c小调（“革命”）练习曲（欣赏） A大调波兰舞曲（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12.c小调（“革命”）练习曲（欣赏） 月光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12.c小调（“革命”）练习曲（欣赏） 秋的喁语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 13.A大调波兰舞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 14.月光（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键盘上的舞蹈 15.秋日喁语（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17.我家有个小九妹（欣赏） 谁说女子享清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17.我家有个小九妹（欣赏） 我家有个小九妹（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17.我家有个小九妹（欣赏） 手拉风箱呼呼响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18.手拉风箱呼呼响（欣赏） 对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 16.谁说女子享清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梨园百花（二） 19.对花（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三）->20.如歌的行版（欣赏） 如歌的行板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三）->20.如歌的行版（欣赏） G大调弦乐小夜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三）->20.如歌的行版（欣赏） a小调钢琴三重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三）->21.G大调弦乐小夜曲（欣赏） 室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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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三） 22.a小调钢琴三重奏（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让世界充满爱->23.让世界充满爱（演唱） 让世界充满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让世界充满爱->23.让世界充满爱（演唱） 欢乐颂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让世界充满爱 24.欢乐颂（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一）->25.北风吹（欣赏） 北风吹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一）->25.北风吹（欣赏） 扎红头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一）->25.北风吹（欣赏） 绣红旗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一）->26.扎红头绳（欣赏） 歌剧（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一） 27.绣红旗（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校园的早晨 一个真实的故事 红梅赞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上册 复习、考查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01.同一首歌（演唱） 同一首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01.同一首歌（演唱） 我听见时光的声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02.我听见时光的声音（演唱） 五线谱识读（六）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02.我听见时光的声音（演唱） 和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02.我听见时光的声音（演唱） 和声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同一首歌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03.春江花月夜（欣赏） 春江花月夜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03.春江花月夜（欣赏） 草原上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03.春江花月夜（欣赏） 三六（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03.春江花月夜（欣赏） 小放驴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 04.草原上（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 05.三六（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八音和鸣（四） 06.小放驴（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7.星星索（演唱） 星星索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7.星星索（演唱） 樱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8.樱花（演唱） 美丽的国土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8.樱花（演唱） 拉格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8.樱花（演唱） 厄尔嘎兹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08.樱花（演唱） 阿拉拍舞曲（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 09.美丽的国土（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 10.拉格（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 11.厄尔嘎兹（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一） 12.阿拉伯舞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二）->13.客家之歌（欣赏） 客家之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二）->13.客家之歌（欣赏） 红旗颂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二）->13.客家之歌（欣赏） 地平线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二）->14.红旗颂（欣赏） 交响诗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华夏乐章（二） 15.地平线（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我和你->16.我和你（演唱） 我和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我和你->16.我和你（演唱） 友谊地久天长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我和你->17.友谊地久天长（演唱） 手拉手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我和你 18.手拉手（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四）->19.第九十四（“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欣赏） 第九十四（“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四）->19.第九十四（“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欣赏）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四）->19.第九十四（“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欣赏） 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四）->20.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欣赏） 交响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七彩管弦（四） 21.第九（“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22.当兵的人（演唱） 当兵的人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22.当兵的人（演唱）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22.当兵的人（演唱） 打靶归来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23.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演唱）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 24.打靶归来（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当兵的人 25.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木偶舞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场景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西班牙舞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俄罗斯舞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女战士和炊事班长的舞蹈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6.木偶舞 （欣赏） 军民团结一家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27.场景（欣赏） 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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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 28.西班牙舞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 29.俄罗斯舞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 30.女战士和炊事班长的舞蹈（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 舞剧撷英 31.军民团结一家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思念  真心英雄 我们是朋友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八年级下册 复习、考查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爱我中华->01.爱我中华（演唱） 爱我中华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爱我中华->01.爱我中华（演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爱我中华 02.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华夏乐章（三）->03.梁山伯与祝英台（欣赏） 梁山伯与祝英台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华夏乐章（三）->03.梁山伯与祝英台（欣赏） 黄河船夫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华夏乐章（三）->03.梁山伯与祝英台（欣赏） 石鼓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华夏乐章（三）->04.黄河船夫曲（欣赏） 协奏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华夏乐章（三） 3、活动与练习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05.石鼓（欣赏） 感恩的心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05.石鼓（欣赏） 爱的奉献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05.石鼓（欣赏） 为了谁（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 06.感恩的心（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 07.爱的奉献（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爱的奉献 08.为了谁（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09.红河谷（演唱） 红河谷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09.红河谷（演唱） 鼓声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10.鼓声（演唱） 鼓的语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10.鼓声（演唱） 赫修比修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10.鼓声（演唱） 辽阔的密苏里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10.鼓声（演唱） 鸽子（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10.鼓声（演唱） 飞逝的雄鹰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 11.鼓的语言（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 12.赫修比修（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 13.辽阔的密苏里河（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 14.鸽子（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二） 15.飞逝的雄鹰（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七彩管弦（五）->16.沃尔塔瓦河（欣赏） 沃尔塔瓦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七彩管弦（五）->16.沃尔塔瓦河（欣赏） 阿尼特拉舞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七彩管弦（五）->16.沃尔塔瓦河（欣赏） 大海与辛巴德的船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七彩管弦（五）->17.阿尼特拉舞曲（欣赏） 交响组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七彩管弦（五） 18.大海与辛巴德的船（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19.外婆的澎湖湾（演唱） 外婆的澎湖湾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19.外婆的澎湖湾（演唱） 阳光总在风雨后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20.阳光总在风雨后（演唱） 信天游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20.阳光总在风雨后（演唱） 乡村路，带我回家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20.阳光总在风雨后（演唱） 斯卡博罗集市(选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20.阳光总在风雨后（演唱） 婆娑起舞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 21.乡村路，带我回家（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 22.斯卡博罗集市（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流行音乐掠影 23.婆娑起舞（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八音和鸣（五）->24.赛龙夺锦（欣赏） 赛龙夺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八音和鸣（五）->24.赛龙夺锦（欣赏） 将军令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七单元 八音和鸣（五） 25.将军令（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6.斗牛士之歌（欣赏） 斗牛士之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6.斗牛士之歌（欣赏） 饮酒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6.斗牛士之歌（欣赏） 东方的高高山冈上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6.斗牛士之歌（欣赏） 回忆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7.饮酒歌（欣赏） 歌剧（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27.饮酒歌（欣赏） 音乐剧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 28.东方的高高山冈上（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八单元 歌剧览胜（二） 29.回忆（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东方之珠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天堂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上册 期末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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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01.山歌好比春江水（演唱） 山歌好比春江水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01.山歌好比春江水（演唱） 只有山歌敬亲人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01.山歌好比春江水（演唱） 阿里山的姑娘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01.山歌好比春江水（演唱） 龙船调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 02.只有山歌敬亲人（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 03.阿里山的姑娘（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泥土的歌（四） 04.龙船调（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六）->05.蓝色多瑙河（欣赏） 蓝色多瑙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六）->05.蓝色多瑙河（欣赏） 羊肠小道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六）->05.蓝色多瑙河（欣赏） 蓝色狂想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六）->06.羊肠小道（欣赏） 圆舞曲 狂想曲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七彩管弦（六） 07.蓝色狂想曲（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08.重整河山待后生（欣赏） 重整河山待后生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08.重整河山待后生（欣赏） 蝶恋花﹒答李淑一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08.重整河山待后生（欣赏） 布谷岛儿咕咕叫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08.重整河山待后生（欣赏） 常德人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09.蝶恋花·答李淑一（欣赏） 曲艺音乐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 10.布谷鸟儿咕咕叫（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曲苑奇葩 11.常德人（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12.桑塔·露琪亚（演唱） 桑塔﹒露琪亚 田野静悄悄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13.田野静悄悄（演唱） 比托拉，我的家乡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13.田野静悄悄（演唱） 利里亚是个好地方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13.田野静悄悄（演唱） 云雀 琉依的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 14.比托拉，我的家乡（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 15.利里亚是个好地方（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 16.云雀（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世界民族之声（三） 17.琉依的塔（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18.半个月亮爬上来（演唱） 半个月亮爬上来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19.回声（欣赏） 回声 猎人合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19.回声（欣赏） 牧歌 四渡赤水出奇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 20.猎人合唱（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 21.牧歌（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合唱的魅力 22.四渡赤水出奇兵（欣赏）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黄河的故事->23.黄河的故事：逃亡（综合艺术表演） 第一幕 逃亡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黄河的故事->23.黄河的故事：逃亡（综合艺术表演） 第二幕 相遇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黄河的故事->23.黄河的故事：逃亡（综合艺术表演） 第三幕 奋起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黄河的故事 24.黄河的故事：相遇（综合艺术表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黄河的故事 25.黄河的故事：奋起（综合艺术表演）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难忘今宵->26.毕业歌（演唱） 毕业歌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难忘今宵->26.毕业歌（演唱）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难忘今宵->26.毕业歌（演唱） 难忘今宵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难忘今宵 27.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七单元 难忘今宵 28.难忘今宵（演唱）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祝你平安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月亮河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一、好歌点击 我的未来不是梦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二、让歌声更美好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我们的音乐天地（供选用） 三、音乐小百科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音乐教科书循环使用记录

初中音乐 湘文艺版 九年级下册 综合练习、期末测评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1单元 爱我中华 1.爱我中华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1单元 爱我中华 2.我的中国心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2单元 走进大自然 1.苗岭的早晨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2单元 走进大自然 2.渴望春天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2单元 走进大自然 3.夏日里最后的玫瑰、雪橇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一) 1.四季歌、故乡的亲人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一) 2.五月的鲜花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一) 3.田野静悄悄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一) 4.DO-RE-MI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时代在奔驰 1.邮车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时代在奔驰 2.火车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时代在奔驰 3.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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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5单元 梨园奇葩（之一） 1.京剧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5单元 梨园奇葩（之一） 2.粤剧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5单元 梨园奇葩（之一） 3.黄梅戏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6单元 校园春秋 1.校园夕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上册 第6单元 校园春秋 2.同一首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1单元 岭南春早（之一） 1.春天的故事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1单元 岭南春早（之一） 2.东方之珠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2单元 吹竖笛（之一） 1.绣荷包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2单元 吹竖笛（之一） 2.翱翔的鹰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一） 1.音乐家与你、我、他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一） 2.新世界交响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一） 3.友谊地久天长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4单元 西洋管弦乐队 1.彼得与狼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4单元 西洋管弦乐队 2.北京喜讯到边寨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4单元 西洋管弦乐队 3.节日的花城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5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二） 1.南屏晚钟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5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二） 2.康定情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5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二） 3.太阳出来喜洋洋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一） 1.南亚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一） 2.东南亚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一） 3.东北亚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七年级下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一） 4.中亚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岭南春早（之二） 1.伟人——孙中山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岭南春早（之二） 2.广东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2单元 珠江两岸的歌 1.云贵民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2单元 珠江两岸的歌 2.广西、广东民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2单元 珠江两岸的歌 3.客家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二） 1.我和你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二） 2.拯救这个世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二） 3.摇篮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梨园奇葩（二）吹竖笛（之一） 1.西皮快二六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梨园奇葩（二）吹竖笛（之一） 2.京剧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梨园奇葩（二）吹竖笛（之一） 3.京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4单元 梨园奇葩（二）吹竖笛（之一） 4.吹竖笛（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一） 1.教我如何不想他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一） 2.山在虚无缥缈间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一） 3.惊愕、田园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6单元 步伐之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6单元 步伐之歌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上册 第6单元 步伐之歌 3.拉德茨基进行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1单元 神州古韵 1.编钟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1单元 神州古韵 2.琴、筝、箫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1单元 神州古韵 3.吹竖笛（三）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2单元 黄河两岸的歌 1.半个月亮爬上来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2单元 黄河两岸的歌 2.挂红灯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三） 1.生死不离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三） 2.怒吼吧，黄河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3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三） 3.梁山伯与祝英台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4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二） 1.印第安民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4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二） 2.墨西哥草帽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4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之二） 3.狂欢之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二） 1.铁蹄下的歌女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二） 2.游击队之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二） 3.未完成交响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6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三） 1.军港之夜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八年级下册 第6单元 脍炙人口的歌（之三） 2.啊，我的太阳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一） 1.江南丝竹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一） 2.四川闹年锣鼓、西南吹打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一） 3.民族管弦乐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一） 4.学吹竖笛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2单元 长江两岸的歌 1.民歌方言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2单元 长江两岸的歌 2.劳动号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2单元 长江两岸的歌 3.湖北方言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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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2单元 长江两岸的歌 4.江浙地区方言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舞蹈音乐天地（之一） 1.圆舞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舞蹈音乐天地（之一） 2.欧洲宫廷舞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3单元 舞蹈音乐天地（之一） 3.小杜鹃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4单元 名家名曲（之三） 1.秧歌、新运动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4单元 名家名曲（之三） 2.革命英雄主义歌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4单元 名家名曲（之三） 3.音乐主题与音乐形象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4单元 名家名曲（之三） 4.音乐要素与音乐形象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5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四） 1.春节序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5单元 音乐与人的情感世界（之四） 2.看秧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 1.非洲黑人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 2.北美欧洲移民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上册 第6单元 世界音乐之窗 3.黑人灵歌、爵士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二） 1.重整河山待后生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二） 2.智斗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1单元 华夏之音（之二） 3.蒙古小夜曲、田园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2单元 宝岛飞来的歌 1.美丽的台湾岛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2单元 宝岛飞来的歌 2.万泉河水清又清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3单元 民族音乐花环 1.新疆舞曲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3单元 民族音乐花环 2.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3单元 民族音乐花环 3.苗族与瑶族音乐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4单元 舞蹈音乐天地（之二） 1.探戈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4单元 舞蹈音乐天地（之二） 2.波尔卡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四） 1.我的祖国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四） 2.时代之歌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5单元 名家名曲（之四） 3.音乐的色彩变化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6单元 歌剧、舞剧 1.中国歌剧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6单元 歌剧、舞剧 2.外国歌剧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6单元 歌剧、舞剧 3.回忆

初中音乐 粤教花城版 九年级下册 第6单元 歌剧、舞剧 4.舞剧音乐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与乐同行 唱《希望与你同行》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中国龙吟 听《金蛇狂舞》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茉莉芬芳 唱《茉莉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奥运之声 听《永远的朋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故乡歌谣 唱《弯弯的月亮》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欢乐颂 听《明天会更好》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歌曲《渴望春天》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歌曲《唱得响亮》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欣赏《帕米尔的春天》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欣赏《春之声圆舞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天的旋律 竖笛练习《可爱的家》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歌曲《爱星满天》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歌曲与欣赏《我们在一起》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歌曲与欣赏《生死不离》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欣赏《流水》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乐音传情 竖笛练习《友谊地久天长》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歌曲《无锡景》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歌曲《杨柳青》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欣赏《二泉映月》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欣赏《紫竹调》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丝竹江南 竖笛练习《紫竹调》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梨园漫步 歌曲《唱脸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梨园漫步 欣赏《夜深沉》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梨园漫步 欣赏《双推磨》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梨园漫步 竖笛练习《尺调》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 欣赏《春天来了》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 歌曲《彩云追月》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弦管和鸣 竖笛练习《彩云追月》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歌曲《哦，林中那间小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歌曲《好大一棵树》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欣赏《森林里的珞巴人》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欣赏《丹顶鹤的故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绿色的变奏 竖笛练习《吹草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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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花季如歌 歌曲《青春与世界联网》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花季如歌 歌曲《蝴蝶飞呀》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花季如歌 欣赏《听妈妈的话》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花季如歌 欣赏《花儿与少年》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花季如歌 我的编创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歌曲《嘎达梅林》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歌曲《香格里拉并不遥远》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欣赏《年轻的朋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欣赏《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欣赏《天堂》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草原情曲 竖笛练习《翻身农奴把歌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歌曲《青春舞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歌曲《梦驼铃》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欣赏《上去高山望平川》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欣赏《十二木卡姆》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丝路驼铃 竖笛练习《手挽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歌曲《爱我中华》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歌曲《赶圩归来啊哩哩》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欣赏《歌唱美丽的家乡》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欣赏《瑶族舞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村寨踏歌 竖笛练习《月光下的凤尾竹》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揽胜 歌曲《桑塔∙露琪亚》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揽胜 歌曲《孤独的牧羊人》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揽胜 欣赏《雪球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揽胜 欣赏《在森林和原野》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欧美揽胜 竖笛练习《牧场上的家》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多声和谐 歌曲《献给老师的歌》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多声和谐 欣赏《五月蝉歌唱得好》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多声和谐 欣赏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序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多声和谐 欣赏《夜莺》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多声和谐 竖笛练习《乘着歌声的翅膀》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乐鸣江河 歌曲《长江之歌》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乐鸣江河 歌曲与欣赏《黄河船夫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乐鸣江河 欣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乐鸣江河 歌曲与欣赏《川江船夫号子》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乐鸣江河 竖笛练习《五月栽秧》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海滨音诗 歌曲《大海啊故乡》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海滨音诗 欣赏《海洋与辛巴德的船》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海滨音诗 竖笛练习《海滨之歌》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歌曲《雨花石》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歌曲《共和国之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欣赏《游击队歌》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清明雨花 竖笛练习《五月的鲜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曲坛音韵 欣赏《忆江南》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曲坛音韵 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曲坛音韵 竖笛练习《剪靛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歌曲《咿呀呀欧雷欧》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欣赏《樱花》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欣赏《小伙伴》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亚非拉掠影 竖笛练习《拉库卡拉查》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歌曲《探寻小步舞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欣赏《第五命运交响乐》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欣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初中音乐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交响时空 竖笛练习《G大调小步舞曲》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祖国你好 欣赏《在灿烂阳光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温馨家园 歌曲《月之故乡》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部放歌 歌曲《心愿》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协奏流芳 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悠远古风 歌曲《阳关三叠》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舞台咏叹 欣赏《扎红头绳》（歌剧片段）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音乐联网 歌曲《你将我托起》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同窗心曲 欣赏《举杯吧朋友》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戏曲百花 歌曲《江山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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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感恩的心 欣赏《如歌的行板》

初中音乐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音乐永相随 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歌乐山上 走进歌乐山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歌乐山上 红梅赞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红旗颂歌 迎风飘扬的旗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红旗颂歌 红旗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红旗颂歌 唱给小萝卜头的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阳光牵着我的手 国家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阳光牵着我的手 阳光牵着我的手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阳光牵着我的手 新世纪的新一代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祝你快乐 祝你快乐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祝你快乐 阳光路上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不要说我们异想天开 不再遥远的旅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不要说我们异想天开 不要说这是异想天开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音乐幻想 天空幻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音乐幻想 水族馆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音乐幻想 石鼓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音乐幻想 雷鸣电闪波尔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丰收的季节 丰收锣鼓（节选）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丰收的季节 扬鞭催马运粮忙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丰收的季节 丰收之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秋天的赞歌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秋天的赞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秋天的赞歌 秋日私语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漫步维也纳 小夜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漫步维也纳 鳟鱼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漫步维也纳 顽皮的杜鹃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不休的旋律 欢乐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不休的旋律 拉德茨基进行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欢歌春天 春游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欢歌春天 春天来了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欢歌春天 中国春潮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欢歌春天 蓝色的多瑙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渴望春天 渴望春天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不朽的黄河 黄河水手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不朽的黄河 黄河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我们赞美长江 长江之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我们赞美长江 大江歌罢掉头东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西南漠北情 见滩号子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西南漠北情 青春舞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江南闽粤风 茉莉花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江南闽粤风 天黑黑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民族民间歌舞瑰丽多彩 千手观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民族民间歌舞瑰丽多彩 雀之灵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民族民间歌舞瑰丽多彩 金鼓银蛙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芭蕾艺术异彩纷呈 常青指路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芭蕾艺术异彩纷呈 《天鹅湖》场景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芭蕾艺术异彩纷呈 四小天鹅舞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现代舞竟展新姿 橄榄绿的体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现代舞竟展新姿 街舞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古诗今咏 春晓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古诗今咏 明日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盛唐诗乐 赋得古原草送别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盛唐诗乐 唐诗里的月光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盛唐诗乐 关山月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音乐诗情画意 绝句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音乐诗情画意 秋思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最美的画卷 沁园春·雪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最美的画卷 洞庭鱼米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最美的画卷 歌唱祖国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最美的赞歌 把我的奶名儿叫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最美的赞歌 祖国给我理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战歌嘹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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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战歌嘹亮 共青团员之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战士风采 打靶归来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战士风采 军队进行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战士风采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号子声声 川江船夫号子（节选）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号子声声 爷爷的三峡号子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高峡出平湖 三峡情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高峡出平湖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吹拉弹打 流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吹拉弹打 二泉映月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吹拉弹打 打枣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古韵新声 将军令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古韵新声 男儿当自强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舞台缤纷多彩 今夜无人入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舞台缤纷多彩 扎红头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舞台缤纷多彩 十里风雪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舞台缤纷多彩 杜鹃花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音乐风格各异 牵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音乐风格各异 洪湖水，浪打浪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音乐风格各异 回忆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歌剧音乐风格各异 卡门序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手拉手 我和你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手拉手 手拉手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手拉手 奥林匹克进行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心连心 啦啦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心连心 五环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心连心 真心英雄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梦牵美丽岛 鼓浪屿之波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情系两岸心 大海一样的深情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情系两岸心 彩云追月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情系两岸心 两岸一家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信天游里唱西北 信天游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信天游里唱西北 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花儿多彩展笑颜 下四川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花儿多彩展笑颜 花儿与少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黄土地上酒豪情 程婴挂画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黄土地上酒豪情 黄土高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华夏乐章 森吉徳玛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华夏乐章 春节序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华夏乐章 新春秧歌闹起来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西方经典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西方经典 在中亚西亚草原上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西方经典 王子与公主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故乡情 思乡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故乡情 城墙上跑马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故乡情 念故乡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赤子心 多情的土地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赤子心 故乡探雨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赤子心 bB大调玛祖卡舞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蜀韵川音 峨眉山月歌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蜀韵川音 红月亮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蜀韵川音 熊猫的摇篮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蜀韵川音 羌族锅庄舞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蜀韵川音 卓玛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南词北鼓 曲苑杂坛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南词北鼓 重整河山待后生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南词北鼓 秋景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南词北鼓 蝶恋花，答李淑一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乡音乡情 布谷鸟儿咕咕叫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乡音乡情 秀才过沟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乡音乡情 小拜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真情系人民 为了谁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真情系人民 你是这样的人

第 133 页

20
22
精
品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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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真情系人民 奋斗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真情系人民 加油中国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走向未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走向未来 中国朝前走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走向未来 在灿烂阳光下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蝶儿蹁跹 飞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蝶儿蹁跹 采茶扑蝶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蝶儿蹁跹 蝴蝶飞呀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彩蝶传情 化蝶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彩蝶传情 蝴蝶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欧罗巴的殿堂 摇篮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欧罗巴的殿堂 桑塔·露琪亚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欧罗巴的殿堂 苏格兰勇士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漫步亚细亚 樱花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开辟新天地 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开辟新天地 遵义会议放光辉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开辟新天地 百万雄师过大江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开辟新天地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祖国又一春 春天的故事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祖国又一春 走向复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国粹流芳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国粹流芳 迎来春色换人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南腔北调 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南腔北调 锦城丝管日纷纷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南腔北调 谁料皇榜中状元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游园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非洲乐声 鼓舞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非洲乐声 尼罗河畔的歌声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非洲音韵 小伙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非洲音韵 故乡的亲人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忆屈原 楚商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忆屈原 橘颂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忆屈原 哀郢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忆屈原 悼屈原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赛龙舟 龙船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赛龙舟 龙船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乡土传情 家在东北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乡土传情 琵琶语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乡土传情 新古典主义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乡土传情 月牙五更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乐海拾贝 万泉河水清又清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乐海拾贝 夜曲

初中音乐 西南大学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乐海拾贝 二十年后再相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1.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2.共青团员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3.金色年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共青团员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竖笛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金色年华 金色年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4.我和我的祖国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5.祖国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6.走向复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长江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关山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祖国颂歌 走向复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7.乌苏里船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8.月牙五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9.欢欢喜喜来过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丰收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冬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欢欢喜喜来过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东北风情 东北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10.春之海

第 134 页

20
22
精
品
课



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11.梭罗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12.阿里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波斯集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阿里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樱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亚洲音乐 亚洲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13.赶牲灵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14.春节序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15.黄河船夫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黄土地鼓阵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黄河船夫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军民大生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北风情 陕北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16.春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17.G大调弦乐小夜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18.欢乐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G大调弦乐小夜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欢乐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一） 作曲家年表之一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班级音乐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简谱知识（复习）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合唱指挥图示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1.中国军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2.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3.一二三四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骑兵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军旅之歌 一二三四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4.我的父亲母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5.天空之城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6.家园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辛德勒名单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第一交响曲序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家园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影视音乐 影视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7.回娘家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8.沂蒙山小调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9.谁不说俺家乡好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沂蒙山小调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小白菜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丑未寅初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曲艺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北风情 谁不说俺家乡好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10.伏尔加船夫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11.小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12.卡琳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卡琳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俄罗斯音乐 俄罗斯民族乐器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13.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14.万马奔腾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15.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万马奔腾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嘎达梅林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草原风情 蒙古族歌舞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16.故乡是北京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17.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18.夫妻双双把家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对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夫妻双双把家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一） 京剧发展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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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风雨历程 1.七律·长征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风雨历程 2.保卫黄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风雨历程 3.游击队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风雨历程 保卫黄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风雨历程 游击队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海峡情思 4.阿里山的姑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海峡情思 5.乡愁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海峡情思 6.乡间的小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海峡情思 台湾追想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海峡情思 乡间的小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7.二泉映月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8.无锡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9.茉莉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二泉映月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无锡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茉莉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江南风情 江南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10.绿袖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11.苏格兰勇士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12.桑塔·露琪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进化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霍拉舞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桑塔•露琪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欧洲音乐 欧洲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13.采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14.欢乐的泼水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15.小河淌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小河淌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康定情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西南风清 西南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16.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17.拉克齐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18.野玫瑰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降A大调波罗涅兹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拉克齐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二）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1.滚滚长江东逝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2.枉凝眉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3.敢问路在何方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好汉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敢问路在何方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名著 华夏名著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4.出埃及记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5.告别的时刻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6.青花瓷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夜莺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青花瓷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7.步步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8.彩云追月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9.采茶扑蝶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请到天涯海角来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采茶扑蝶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华南风情 华南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10.鼓魂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11.咿呀呀欧雷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12.尼罗河畔的歌声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咿呀呀欧雷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非洲民间乐器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非洲音乐 尼罗河畔的歌声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13.天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14.飞弦踏春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15.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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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松则亚拉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家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雪域风情 藏族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16.探谷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17.迎来春色换人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18.万紫千红分外娇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万紫千红分外娇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京剧知识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戏曲音乐（之二） 京剧经典剧目

初中音乐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班级音乐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1.奥林匹克鼓号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2.我们准备好了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3.我和你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我和你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北京欢迎你※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奥林匹克 历届奥运会主题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4.今夜无人入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5.卡门序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6.回忆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红梅赞（节选）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回忆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音乐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歌剧音乐剧 歌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华中风情 7.洞庭鱼米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华中风情 8.编花篮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华中风情 9.幸福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华中风情 幸福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10.鸽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11.老鹰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12.故乡的亲人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老鹰之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故乡的亲人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洲音乐 美洲民间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天山风情 13.天山的祝福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天山风情 14.新疆之春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天山风情 15.新疆好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天山风情 乌夏克木卡姆达斯坦间奏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天山风情 新疆好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16.沃尔塔瓦河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17.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18.摇篮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如歌的行板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摇篮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三）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三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班级音乐会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1.流水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2.梅花三弄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3.竹枝词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阳关三叠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竹枝词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古代传统乐器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4.白鹿额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5.天鹅湖组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6.红色娘子军连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白鹿额娘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红色娘子军连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 舞剧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江淮风情 7.打麦歌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江淮风情 8.拔根芦柴花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江淮风情 9.凤阳花鼓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江淮风情 凤阳花鼓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大海情深 10.大海啊，故乡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大海情深 11.大海和辛巴达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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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大海情深 12.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大海情深 大海和辛巴达的航船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大海情深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音乐（之三） 13.生—辉煌的快板—西皮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音乐（之三） 14.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音乐（之三） 15.想当初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音乐（之三） 京剧知识小结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戏曲音乐（之三） 戏曲知识小结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16.波莱罗舞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17.蓝色狂想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18.拉德茨基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太平洋231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20世纪音乐与绘画风格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拉德茨基进行曲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西方作曲家年表之四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西方音乐（之四） 西方音乐

初中音乐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毕业汇报演出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唱歌《校园的早晨》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欣赏《蓓蕾之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欣赏《飞来的花瓣》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学时代 学习竖笛sol、la、si、do四个音符指法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颂歌 唱歌《歌唱祖国》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颂歌 欣赏《红旗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颂歌 欣赏《伏尔塔瓦河》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颂歌 欣赏《在灿烂阳光下》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校园颂歌 学习“鱼咬尾”的创作手法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竖笛演奏《丰收之歌》 秋 丰收锣鼓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唱歌《西风的话》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欣赏《丰收锣鼓》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欣赏《四季—秋》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知识与实践：八三拍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金色的秋天 学习乐曲中的重复符号与含义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欣赏欣赏《包楞调》《沂蒙山小调》《孟姜女哭长城》 月牙儿五更 乌苏里船歌  包楞调  走绛州  孟姜女哭长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 唱歌《黄河船夫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 欣赏《月牙儿五更》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 欣赏《乌苏里船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 欣赏《走绛调》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一） 唱歌《猛听得金鼓响》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一）亚洲之声->欣赏欣赏甘美兰、蜡烛舞、短颈乌德、曼德 甘美兰 蜡烛舞 短颈乌德 曼德 阿里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一）亚洲之声 唱歌《樱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一）亚洲之声 竖笛演奏《苏丽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管弦和鸣->欣赏欣赏《查尔达什舞曲》《梦幻曲》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 查尔达什舞曲 梦幻曲 大进行曲 小步舞曲 鼓手的战争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管弦和鸣 音乐知识：西洋管弦乐乐队、弦乐器组；音乐家：维托里奥蒙蒂、舒曼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管弦和鸣 欣赏《大进行曲》《小步舞曲》《鼓手的战争》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管弦和鸣 认识乐器：铜管乐器组、木管乐器组、定音鼓；认识音乐家：威尔第、比捷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管弦和鸣 欣赏《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记谱法常识（复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歌唱发声基础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器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练习参考答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欣赏《春节序曲》《新疆之春》 春之声 春天来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 唱歌《渴望春天》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 欣赏《春之声圆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 唱歌 春游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 选听 新疆之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之声 编创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飞翔的翅膀->欣赏欣赏《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 天鹅 蜜蜂过江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飞翔的翅膀 唱歌《小鸟、小鸟》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飞翔的翅膀 音乐知识：组曲、标题音乐、交响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飞翔的翅膀 欣赏《蜜蜂过江》《天鹅》《蝴蝶》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介绍：八音 春江花月夜 二泉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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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欣赏《二泉吟月》 小放驴 行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 欣赏《春江花月夜》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 艺术实践：《龙腾虎跃》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八音之乐 认识：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欣赏《幸福歌》《洞庭鱼米乡》 赛龙夺锦 姑苏行 斑鸠调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欣赏《姑苏行》《将军得胜令》 幸福歌 洞庭鱼米乡 赤兔嘶风 将军得胜令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 唱歌《凤阳花鼓》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 编创唱歌《斑鸠调》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二） 欣赏《赛龙夺锦》《赤兔嘶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欣赏学吹竖笛《波兰圆舞曲》 优雅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欣赏学吹竖笛《波兰圆舞曲》 弗拉门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欣赏学吹竖笛《波兰圆舞曲》 拉卡拉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欣赏学吹竖笛《波兰圆舞曲》 哈卡·马努马努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 唱歌《桑塔露琪亚》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 唱歌《剪羊毛》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 欣赏《弗拉门戈》《优雅》《卡林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 欣赏《拉卡拉卡》《哈卡马努马努》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二）——欧洲与大洋洲 知识与实践：汤加、马克萨斯地区的音乐舞蹈风格特调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银屏之歌->欣赏欣赏《悍牛与牧童》 日出 《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银屏之歌 唱歌《音乐之声》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银屏之歌 选唱 月亮河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银屏之歌 欣赏 悍牛与牧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记谱法常识（复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人声分类与演唱形式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器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练习参考答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唱歌《青春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唱歌《共青团员之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竖笛演奏《青春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唱歌《拉起手》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编创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歌舞青春 竖笛演奏 青春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欣赏欣赏《丝绸之路》《动物世界》 丝绸之路 《动物世界》片头曲 雨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 唱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 欣赏《西班牙斗牛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 认识电声乐器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 欣赏《雨林》《橄榄树》《夜莺》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电子空间站 选听 夜莺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一）->欣赏欣赏《回忆》 卡门序曲 今夜无人入睡 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 回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一） 唱歌《猎人进行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一） 欣赏《今夜无人入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一） 欣赏《卡门序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一） 欣赏《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三）->欣赏《火把节》 火把节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北方水草茂盛的家乡 蝉虫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三） 唱歌《采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三） 欣赏《蝉虫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三） 欣赏《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三） 欣赏《北方水草茂盛的家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欣赏欣赏《老黑奴》 鼓的语言 丰多姆佛罗姆的舞蹈 当太阳降落 依内妈妈 桑巴 探戈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 唱歌《依呀呀噢咧噢》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 唱歌《红河谷》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 欣赏《鼓的语言》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 欣赏《依内妈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环球之旅（三）——非洲与美洲 欣赏《桑巴》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冬之旅->欣赏欣赏《溜冰圆舞曲》 溜冰圆舞曲 沁园春•雪 十一月•雪橇 菩提树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冬之旅->欣赏《十一月，雪橇》 飞雪迎春 我爱你，塞北的雪 我像雪花天上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冬之旅 唱歌《踏雪寻梅》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冬之旅 欣赏《菩提树》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冬之旅 欣赏《沁园春雪》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理知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合唱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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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器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视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欣赏欣赏《原始狩猎图》《哀郢》《楚商》 原始狩猎图 哀郢 楚商 流水 杏花天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唱歌《阳关三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欣赏《广陵散》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华夏古韵 欣赏《流水》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欣赏《场景》 场景 拿波里舞曲 火鸟之舞 祭献之舞 圆舞曲 波列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 欣赏《拿波里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 欣赏《圆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 欣赏《火鸟之舞》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 欣赏《祭献之舞》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舞剧音乐（一） 欣赏《波列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欣赏欣赏《G弦上的咏叹调》 G弦上的咏叹调 小夜曲 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唱歌《英雄凯旋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音乐家故事：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欣赏《小夜曲》《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欣赏《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第一乐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竖笛演奏《小步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一） 活动与探究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欣赏《阳光照耀着塔身什库尔干》 大漠之夜 玛依拉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 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 唱歌《牧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 欣赏《玛依拉》《万马奔腾》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神州音韵（四） 欣赏《乌夏克木卡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唱歌《儿行千里母担忧》 海盗冰轮初转腾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认识京剧的场面、学习简单的京剧动作 游园惊梦 智斗 打虎上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 欣赏《海岛冰轮初转腾》《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 学习锣鼓经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 欣赏《游园惊梦》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梨园风采（一） 欣赏《智斗》《打虎上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唱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欣赏《夏夜》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唱歌《夏日泛舟海上》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欣赏《六月——船歌》《夏夜》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夏日情怀 竖笛演奏《美丽的梦神》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理知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乐器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视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欣赏欣赏《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十送红军 保卫黄河 四渡赤水出奇兵 英雄赞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 唱歌《游击队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 唱歌《十送红军》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 欣赏《保卫黄河》《英雄赞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光辉的历程 欣赏《四渡赤水出奇兵》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故事（一）->欣赏《大海与辛巴达的船》 大海与辛巴达的船 小巫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故事（一） 唱歌《鳟鱼》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故事（一） 欣赏《小巫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二）->欣赏《珊瑚颂》 歌墟问答 珊瑚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二） 唱歌《洪湖水浪打浪》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二） 欣赏《白毛女》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二） 唱歌《小草》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歌剧之夜（二） 欣赏《歌墟问答》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欣赏《女武神》 “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地狱中的奥菲欧序曲（片段） 《图画展览会》选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唱歌《野玫瑰》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唱歌《念故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欣赏《“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欣赏《地狱中的奥菲欧序曲》《图画展览会》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西乐撷英 竖笛演奏《进行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乘着歌声的翅膀->欣赏《即兴幻想曲》 回声 音乐在空中回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乘着歌声的翅膀 唱歌《乘着歌声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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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乘着歌声的翅膀 欣赏《回声》《音乐在空中回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乘着歌声的翅膀 竖笛吹奏《乘着歌声的翅膀》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欣赏《黄土高坡》《青藏高原》 黄土高坡 青藏高原 弯弯的月亮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 唱歌《让世界充满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 欣赏《弯弯的月亮》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 唱歌《乡间的小路》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 中国流行风 欣赏《故乡的云》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音乐知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视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欣赏《花之圆舞曲》 花之圆舞曲 玫瑰三愿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 唱歌《茉莉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 欣赏《梅花引》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 欣赏《玫瑰三愿》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百卉含英 竖笛演奏《送我一枝玫瑰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二）->欣赏《谁说女子不如男》 谁说女子不如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二） 唱歌《夫妻双双把家还》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二） 欣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二） 欣赏《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梨园风采（二） 欣赏《秦腔牌子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欣赏《绿袖子幻想曲》 如歌的行版 轻骑兵序曲 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欣赏《如歌的行板》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 C小调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 唱歌《绿袖子》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 欣赏《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 欣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三） 欣赏《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二）->唱歌《化蝶》 十面埋伏 《长恨歌》选段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二） 欣赏《十面埋伏》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二） 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两课）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二） 欣赏《长恨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欣赏《窗花舞》 窗花舞 快乐的女战士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欣赏《快乐的女战士》 水草舞 莫高绘画的舞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 唱歌《大红枣儿甜又香》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 欣赏《水草舞》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 欣赏《莫高绘画的舞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舞剧音乐（二） 竖笛演奏《丝路花雨》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欧美流行风->欣赏《温柔地爱》 温柔地爱 拯救地球 加州旅馆 昨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欧美流行风->欣赏《拯救地球》《加州旅馆》《昨日》 玫瑰人生 我将永远爱你 生命之杯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欧美流行风 唱歌《斯卡伯罗集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六单元 欧美流行风 欣赏《玫瑰人生》《我将永远爱你》《生命之杯》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音乐体裁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视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军魂 唱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军魂 欣赏《一二三四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军魂 唱歌《当兵的人》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军魂 欣赏《再见吧，妈妈》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中国军魂 唱歌《中国军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与诗词 唱歌《水调歌头 但愿人长久》（两课）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与诗词 欣赏《天作》《山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与诗词 唱歌《虞美人》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与诗词 欣赏 山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音乐与诗词 音乐编创 梅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欣赏《致音乐》 致音乐 俄罗斯舞曲 《舞蹈组曲》第三乐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 唱歌《乡村花园》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 欣赏《俄罗斯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 欣赏《西西里舞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 欣赏《仲夏夜之梦》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西乐撷英 （四） 欣赏《牧神午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 蝶恋花·答李淑一 重整河山待后生 布谷鸟儿咕咕叫 武松打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 唱歌《前门情思——大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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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 欣赏《有话好好说》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 欣赏《蝶恋花》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 欣赏《布谷鸟而咕咕叫》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曲苑天地 欣赏《武松打虎》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放飞梦想->欣赏《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我相信 超越梦想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放飞梦想 唱歌《隐形的翅膀》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放飞梦想 欣赏《我相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放飞梦想 欣赏《超越梦想》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音乐体裁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旋律线的基本形式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音乐基本要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学习测评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红旗飘飘->欣赏《旭日东升》 绣红旗 红旗飘飘 旭日东升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红旗飘飘 唱歌《国旗颂》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红旗飘飘 欣赏《绣红旗》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红旗飘飘 欣赏《红旗飘飘》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红旗飘飘 欣赏《走向复兴》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欣赏《意大利之夏》 奥运会会歌 意大利之夏 巴塞罗那 圣火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 唱歌《我和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 欣赏《奥林匹克号角》《奥运会会歌》《圣火》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 欣赏《手拉手》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 唱歌《阳光体育之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奥林匹克风 欣赏《巴塞罗那》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月亮颂->欣赏《彩云追月》 彩云追月 半个月亮爬上来 降b小调夜曲 花好月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月亮颂 唱歌《月之故乡》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月亮颂 欣赏《降b小调夜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月亮颂 欣赏《半个月亮爬上来》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三） 唱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三） 欣赏《索尔维格之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音乐故事（三） 欣赏《1812年序曲》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欣赏《告别交响曲》 告别交响曲 告别时刻 同一首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 唱歌《难忘今宵》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 欣赏《同一首歌》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 欣赏《告别时刻》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 选听 二十年后再相会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告别时刻 活动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音乐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曲艺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曲式结构常识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我的音乐网页 发声练习

初中音乐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学习测评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中国美术馆（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3.用相机记录北京风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6.把大自然穿在身上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7.罗丹的雕塑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8.动物立体造型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10.幻想中的未来（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11.亚洲美术之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上册 12.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1.形体的世界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2.齐白石的花鸟画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4.形式与美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5.线材造型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8.“节约水资源”宣传展板设计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10.欧洲美术之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11.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七年级下册 知识链接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故宫博物院（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四课 设计改变生活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五课 风格多样的台灯设计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八课 北京中轴线建筑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九课 定格动画（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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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十课 非洲美术之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第十一课 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上册 知识链接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不列颠博物馆（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2.蒋兆和的人物画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4.生动的人物动态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6.吴昌硕的书画和纂刻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7.收藏与创造——旅游纪念品设计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8.走进北京传统工艺美术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9.电脑魔术师（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10.美洲美术之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11.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八年级下册 知识链接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中国博物馆集萃（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一课 印象派绘画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二课 绘画的空间表现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三课 画校园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四课 校园主题活动美术策划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八课 欣赏与创造——店铺门面设计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十课 数码照片处理（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十一课 大洋洲美术之旅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第十二课 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上册 知识链接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世界博物馆撷英（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1.贝聿铭的建筑设计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6.走进身边的美术世界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7.电脑个人简介设计（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8.电脑个人网页设计（选修）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10.留给母校的美术印记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11.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人美版（杨力主编） 九年级下册 知识链接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美术的世界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2.用绘画介绍自己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3.图形与联想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4.用线条表现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5.学画速写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6.中国的毛笔和书法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7.笔墨藤趣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8.绘画中的空间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9.色彩的感受与联想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0.绘画的色调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1.神奇的手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2.生活中的标志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3.会动的图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4.我们爱动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上册 15.学收藏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中国画与油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2.想象与创意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3.花卉装饰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4.公益招贴设计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5.探索焦点透视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6.素描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7.旧衣新款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8.中国古代彩陶艺术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9.现代陶艺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0.导向图设计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1.瓶罐巧设计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2.捕捉生活瞬间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3.图片魔术师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七年级下册 14.欣赏建筑之美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1.西方绘画的色彩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2.画漫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3.书籍装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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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4.制作精美书衣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5.学画中国画（一）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6.学画中国画（二）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7.学做浮雕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8.实用三视图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9.商品包装设计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10.面具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11.绘画中的光与影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12.音画交融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上册 13.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1.中国古代绘画巡礼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2.汉字的艺术魅力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3.绘画的构图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4.轻快明丽的水彩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5.戏曲美术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6.石头创意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7.食品造型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8.皮影艺术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9.工业设计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10.服饰色彩艺术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11.纸材创意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12.庭院设计练习

初中美术 冀美版 八年级下册 13.中国古代雕塑巡礼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1.具象美术与抽象美术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2.令人难忘的纪念碑雕塑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3.超越平面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4.超市调查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5.凸版版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6.方寸之间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7.居室饰品设计与制作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8.创意灯饰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上册 9.保护文化遗产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1.美术作品欣赏导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2.纹样的魅力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3.意韵中国画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4.别开生面的现代雕塑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5.用影像表达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6.中国瓷器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7.友谊长存

初中美术 冀美版 九年级下册 8.热爱美术，与美术长相伴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1课 美术在我们身边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2课 线条静物写生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3课 写意花鸟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4课 插花艺术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5课 葫芦的艺术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6课 盆景艺术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7课 木材的妙用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8课 魅力古镇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上册 第9课 古代工艺美术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1课 书法篆刻艺术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2课 线条风景写生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3课 水彩风景写生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4课 学画山水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5课 拼贴的乐趣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6课 蛋壳的妙用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7课 为餐宴添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8课 为校园添色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七年级下册 第9课 现代艺术设计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1课 绘画艺术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2课 人物速写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3课 白描人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4课 工笔重彩人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5课 装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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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6课 图案的应用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7课 蜡染与扎染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8课 校园时装秀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上册 第9课 古代建筑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1课 卡通与漫画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2课 卡通人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3课 农民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4课 彩塑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5课 绳结点缀生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6课 变草为宝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7课 点石成金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8课 自己动手做壁挂

初中美术 沪教版 八年级下册 第9课 现代建筑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1课 雕塑艺术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2课 纸版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3课 陶艺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4课 风筝与灯彩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5课 根雕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6课 剪刻出智慧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7课 绣艺的风采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上册 第8课 品味布艺的情趣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1课 现代建筑欣赏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2课 木刻版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3课 年画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4课 木雕小挂饰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5课 标志设计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6课 广而告之的艺术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7课 诱人的包装

初中美术 沪教版 九年级下册 第8课 我们的生活环境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1.走进美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2.手绘学习笔记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3.手绘图表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4.生活中的纹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5.板报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6.出水芙蓉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7.鸟语花香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8.梅兰竹菊“四君子”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9.迎新年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10.齐白石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11.毕加索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上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1.红色记忆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2.鲁迅与美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3.标志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4.校园环境标识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5.手绘校园风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6.诗情画意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7.树石画法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8.山水画小品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9.暑假生活记录册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10.北京故宫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11.巴黎罗浮宫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七年级下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1.老师，您好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2.土特产包装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3.手绘简笔人物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4.动漫天地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5.动漫故事会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6.静物之美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7.工业设计的魅力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8.从生活中吸取设计的灵感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9.巧用身边的材料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10.瓷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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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11.流光溢彩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上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1.印象派的画家们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2.铅笔淡彩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3.水彩画小品创作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4.美丽的西湖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5.绚烂的民族服饰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6.青春风采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7.我设计的服装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8.奇特的视觉图形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9.让世界更美好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10.中国书法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11.印学话西泠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八年级下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1.城市雕塑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2.用泥造型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3.纸构成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4.向民间艺术家学习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5.用中国元素来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6.伞的设计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7.烽火岁月中的版画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8.以刀代笔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9.恢弘灿烂的唐代美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10.辉煌的文艺复兴美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上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1.美术欣赏与收藏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2.美好宜人的家居环境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3.大学之门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4.寻访古民居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5.现代艺术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6.神奇的工具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7.留住美好的瞬间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8.发现不一样的美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9.江南园林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10.现代建筑

初中美术 浙人美版 九年级下册 拓展与评价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1课 画画你我他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2课 卡通故事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3课 画家笔下的色彩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4课 标志设计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5课 喜庆吉祥的民间美术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6课 让图表说话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第7课 书法的点画之美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上册 中国美术作品概览（一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1课 画家乡的风景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2课 黑白世界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3课 画家笔下的质感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4课 扮靓生活的花卉纹样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5课 千姿百态的水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6课 灯饰设计与制作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第7课 书法的结构之美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七年级下册 中国美术作品概览（二）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1课 笔墨千秋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2课 梅竹言志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3课 寄情山水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4课 用画笔触摸细节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5课 静物画有声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6课 公益招贴设计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第7课 远古的呼唤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上册 中国美术作品概览（三）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1课 文明之光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2课 以形写神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3课 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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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4课 视觉中的红屋顶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5课 方寸之间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6课 变废为宝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第7课 我喜爱的书

初中美术 湘美版 八年级下册 美术作品概览（四）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1课 走下神坛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2课 瞬间的精彩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3课 画“说”空间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4课 我们在一起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5课 门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6课 魅力永恒的建筑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第7课 美丽家园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上册 美术作品概览（五）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1课 画布上的阳光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2课 用雕塑记录时光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3课 画布上的抽象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4课 设计美丽服装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5课 小产品 巧创意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6课 我的网页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第7课 走近收藏

初中美术 湘美版 九年级下册 美术的门类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工整细致的工笔花鸟画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第3课 用心感受 色彩与情感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马形象的审美变化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第7课 走进图案的美丽世界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思想之美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传神与写照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3课 在临摹中感受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仕女·簪花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第7课 多变的色彩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在绘画中永生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自然的意境——中国山水画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第2课 用心灵接触自然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盛世·汴梁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第6课 蓝白之美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自然的定格——外国风景画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生活的艺术——中国工艺美术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3课 笔情墨意抒胸臆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园林·探幽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第6课 美丽的书

初中美术 苏少版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历史的画卷——外国历史画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可触摸的历史——中国雕塑艺术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第3课 有趣的夸张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敦煌·千年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第8课 最亲近的家具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力量与生命——外国雕塑艺术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第1课 生活的舞台——中国建筑艺术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第2课 以刀代笔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第5课 故乡·情深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第6课 可爱的家

初中美术 苏少版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第9课 凝固的音乐——外国建筑艺术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欣赏 第1课 美术星空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欣赏 第2课 传神与意境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空间的魅力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4课 神奇的科幻画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生活中的标志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6课 可爱的吉祥物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红色记忆 第7课 画当年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传统的魅力 第8课 传统纹样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主题策划 第9课 欢欢喜喜过新年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欣赏 第10课 创新与发展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多彩贵州（贵州） 第11课 质朴的贵州苗族剪纸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上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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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欣赏 第1课 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2课 大自然之歌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图形创意设计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4课 我喜欢的动漫形象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真情传递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红色记忆 第6课 红杜鹃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传统的魅力 第7课 五彩缤纷的风筝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主题策划 第8课 找寻历史的踪迹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欣赏 第9课 艺术表现的新探索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七年级下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欣赏 第1课 空间艺术的杰出创造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欣赏 第2课 现实与理想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绿来自我们的手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4课 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捏塑造型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6课 书籍装帧艺术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红色记忆 第7课 难忘的岁月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传统的魅力 第8课 巧手编织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主题策划 第9课 校园艺术节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欣赏 第10课 多彩多姿的现代雕塑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多彩贵州 第11课 独具魅力的蜡染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上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欣赏 第1课 精美绝伦的传统工艺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2课 捕捉精彩瞬间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我爱我家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4课 讽刺与幽默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产品包装设计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红色记忆 第6课 魏巍井冈山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传统的魅力 第7课 走进陶瓷世界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主题策划 第8课 做一回服装设计师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欣赏 第9课 功能•美观•创意

初中美术 赣美版 八年级下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欣赏 第1课 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2课 珍惜我们的家园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人物的千姿百态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4课 实用美观的生活用品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插花艺术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红色记忆 第6课 方寸之地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传统的魅力 第7课 会动的画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主题策划 第8课 美丽的家园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欣赏 第9课 艺术与科技的新结合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上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欣赏 第1课 独树一帜的建筑体系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2课 多彩的生活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美术与环境 第3课 光影的魅力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4课 都市风景线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设计与生活 第5课 有创意的立体造型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红色回忆 第6课 诗情画意抒壮志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传统的魅力 第7课 餐桌上的艺术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主题策划 第8课 留给母校的纪念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欣赏 第9课 汉字的艺术魅力

初中美术 赣美版 九年级下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课 未来的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2课 用线来造型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3课 试验倒着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4课 生活中的点、线、面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5课 美术中的点、线、面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6课 漫画中的幽默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7课 幽默中的意味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8课 水墨练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9课 彩墨体验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0课 比例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1课 生活中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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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2课 生肖动物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3课 节日贺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4课 中国结艺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5课 泥板上的“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6课 现代平面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7课 母爱—永恒的主题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上册 第18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课 了解黑灰白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2课 使用黑灰白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3课 笔墨写意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4课 书画合璧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5课 民间木板年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6课 拓印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7课 拓印的延伸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8课 形式美感（一）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9课 形式美感（二）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0课 连续纹样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1课 自制文化衫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2课 环保购物袋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3课 手的艺术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4课 现代产品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5课 包豪斯的故事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6课 模仿与借鉴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7课 学壁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七年级下册 第18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课 色彩的情感联想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2课 色彩的综合练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3课 用鲜花装点生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4课 公共标志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5课 班级标志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6课 台历制作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7课 书籍装帧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8课 我的藏书票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9课 形式美感（三）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0课 陶艺小品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1课 综合材料表现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2课 汉字的魅力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3课 汉字意象表现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4课 抹不掉的记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5课 走进大自然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上册 第16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课 平面与立体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2课 空间感表现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3课 东北民间剪纸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4课 剪纸拼贴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5课 点的组合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6课 工艺灯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7课 形式美感（四）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8课 彩墨练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9课 冰雪之美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0课 风筝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1课 中国龙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2课 泥塑人物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3课 校园环境美化方案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4课 生命的印记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5课 中西绘画比较

初中美术 辽海版 八年级下册 第16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课 调色练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2课 交换空间——城市色彩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3课 秋天的盛会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4课 手绘经典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5课 画插图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6课 立体构成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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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7课 质朴的肌理之美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8课 纤维艺术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9课 立体形态设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0课 我的主页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1课 电脑绘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2课 冰雪雕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3课 阅读家乡——自然篇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4课 阅读家乡——历史篇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5课 永远的丰碑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上册 第16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课 黑白装饰画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2课 图形创意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3课 从具象到抽象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4课 借鉴与组合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5课 想象与创造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6课 现代广场雕塑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7课 现代建筑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8课 新媒体艺术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9课 DV——记录青春倩影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0课 凝固的瞬间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1课 劳动者礼赞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2课 寻访古代艺术遗迹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3课 母校的记忆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4课 回顾与总结

初中美术 辽海版 九年级下册 第15课 走进博物馆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美术世界 第1课 什么是美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走进美术世界 第2课 “美术家族”成员多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校园生活 第1课 校园小伙伴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校园生活 第2课 充满生机的活动场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多彩的校园生活 第3课 我的服装我做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传递我们的心声 第1课 创意美术字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传递我们的心声 第2课 版面交响乐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丽的校园 第1课 校园风景写生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美丽的校园 第2课 理想中的校园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物以致用 求艺尚美 物以致用 求艺尚美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心的耕耘 美的创造 第1课 美术作品的产生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心的耕耘 美的创造 第2课 营造艺术的情趣和意境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春天的畅想 第1课 色彩的魅力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春天的畅想 第2课 春天的畅想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校运会上展风采 第1课 凝练的视觉符号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校运会上展风采 第2课 亲切的使者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校运会上展风采 第3课 收获与激励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校园艺术节 第1课 “广而告之”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校园艺术节 第2课 盛情邀约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校园艺术节 第3课 艺术魅力的展示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六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聚焦视觉 清晰传达 聚焦视觉 清晰传达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美术的主要表现手段 第1课 造型的表现力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美术的主要表现手段 第2课 色彩的感染力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美术的主要表现手段 第3课 构图的作用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结 第1课 书林漫步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结 第2课 手工书设计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结 第3课 书间精灵——藏书票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读书、爱书的情结 第4课 方寸钤印——藏书印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鸟语花香 缘物寄情 第1课 抒情怡神的花鸟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鸟语花香 缘物寄情 第2课 学画写意花卉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鸟语花香 缘物寄情 第3课 学画动物蔬果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自己办展览 自己办展览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艺术空间 精美展现 艺术空间 精美展现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美术作品的意蕴 第1课 抒发情感 表达理念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美术作品的意蕴 第2课 弘扬真善美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纹样与生活 第1课 了解纹样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纹样与生活 第2课 设计纹样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为生活增添情趣 第1课 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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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为生活增添情趣 第2课 摆件巧安排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为生活增添情趣 第3课 漂亮的手工灯饰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为生活增添情趣 第4课 装饰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美好宜人的居住环境 第1课 和谐温馨的生活空间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美好宜人的居住环境 第2课 装点居室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美好宜人的居住环境 第3课 关注社区居住环境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七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移步换景 别有洞天 移步换景 别有洞天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感受中国古代美术名作 第1课 独树一帜的中国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感受中国古代美术名作 第2课 异彩纷呈的中国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第1课 剪纸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第2课 编结艺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第3课 线材造型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第4课 蜡染与扎染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情趣浓郁 能工巧匠 第5课 彩塑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土与火的艺术 土与火的艺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地方美术文化考察 第1课 古城镇古村落考察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地方美术文化考察 第2课 民俗文化展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中国民间美术 第1课 民间美术的主要品种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中国民间美术 第2课 民间美术的功能与特点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中国民间美术 第3课 我国少数民族的美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外国经典美术作品巡礼 第1课 丰富多彩的亚非拉美术作品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外国经典美术作品巡礼 第2课 各具特色的欧洲美术作品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珍视世界遗产 珍视世界遗产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动漫 第1课 形式和内容丰富的动漫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动漫 第2课 自己设计动漫形象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动漫 第3课 设计创作动画作品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赋予材料以生命 第1课 综合材料装饰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赋予材料以生命 第2课 雕塑小品设计制作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赋予材料以生命 第3课 什物组合立体造型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八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 20世纪中国美术巡礼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神州风光览胜 神州风光览胜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家乡美景入画图 第1课 水色淋漓绘家乡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家乡美景入画图 第2课 斑斓色彩赋美景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自然风光 浓缩案头 第1课 古木虬枝见精神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自然风光 浓缩案头 第2课 咫尺盆中览江山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山川美景 诗情画意 第1课 勾皴点染绘山水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 山川美景 诗情画意 第2课 诗书画印抒情意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画家笔下的大自然 第1课 情景交融的中国山水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 画家笔下的大自然 第2课 形色兼备的中外风景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千年风采 我来重现 第1课 质朴古拙的画像石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千年风采 我来重现 第2课 精美绝伦的石窟壁画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 千年风采 我来重现 第3课 让传统艺术展现新的魅力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独特创意 妙施营造 第1课 古桥古塔展新姿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独特创意 妙施营造 第2课 建筑构架藏智慧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独特创意 妙施营造 第3课 综合媒材巧搭建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艺术殿堂巡礼 第1课 走进中国著名博物馆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 艺术殿堂巡礼 第2课 走进外国著名博物馆

初中美术 鲁教版（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留下眷念 带走真情 留下眷念 带走真情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艺术在我身边 歌声伴我长大（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艺术在我身边 歌声伴我长大（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艺术在我身边 会说话的身体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线的感情 动人的旋律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线的感情 舞动的线条（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线的感情 舞动的线条（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载歌载舞黄土情 西部放歌（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载歌载舞黄土情 西部放歌（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载歌载舞黄土情 打腰鼓，扭秧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遥远的回响 悠远深邃的古代音乐（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遥远的回响 悠远深邃的古代音乐（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遥远的回响 大漠敦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唱念做打传神情 梨园百花（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唱念做打传神情 梨园百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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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唱念做打传神情 京剧脸谱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世界有我更精彩 请你认识我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世界有我更精彩 和谐的共鸣（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上册 世界有我更精彩 和谐的共鸣（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春日抒情 春之歌（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春日抒情 春之歌（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春日抒情 清明踏歌（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春日抒情 清明踏歌（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节奏 多变的节奏（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节奏 多变的节奏（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节奏 时空的交响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绣色江南 水乡音韵（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绣色江南 水乡音韵（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绣色江南 舞花鼓，闹花灯（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绣色江南 舞花鼓，闹花灯（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欧洲艺术的辉煌 巴洛克音乐（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欧洲艺术的辉煌 巴洛克音乐（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欧洲艺术的辉煌 典雅的小步舞（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欧洲艺术的辉煌 典雅的小步舞（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美丽歌剧 走进歌剧（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美丽歌剧 走进歌剧（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七年级下册 发现与表现 我制作，我演奏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金秋时节 千里共婵娟（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金秋时节 千里共婵娟（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金秋时节 庆丰收（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金秋时节 庆丰收（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五彩缤纷 感觉色彩（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五彩缤纷 感觉色彩（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五彩缤纷 缤纷音色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五彩缤纷 人声的组合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少数民族的艺术奇葩 少数民族民歌（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少数民族的艺术奇葩 少数民族民歌（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少数民族的艺术奇葩 少数民族民间舞蹈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古典之美 欧洲古典乐派（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古典之美 欧洲古典乐派（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古典之美 中国古典舞（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古典之美 中国古典舞（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舞剧 中外芭蕾舞剧（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舞剧 中外芭蕾舞剧（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上册 捕捉生活中的感动 音乐会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夏日情思 仲夏夜之梦（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夏日情思 仲夏夜之梦（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夏日情思 咏荷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形式美感 速度与力度（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形式美感 速度与力度（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形式美感 乐器的组合（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形式美感 乐器的组合（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亚洲风情 亚洲民间歌曲（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亚洲风情 亚洲民间歌曲（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亚洲风情 多彩的亚洲民间舞蹈（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亚洲风情 多彩的亚洲民间舞蹈（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激情与浪漫 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激情与浪漫 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激情与浪漫 浪漫芭蕾（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激情与浪漫 浪漫芭蕾（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舞台探秘 初识音乐剧（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舞台探秘 初识音乐剧（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八年级下册 江山如此多娇 山容水态能醉人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冬天礼赞 我是雪花天上来（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冬天礼赞 我是雪花天上来（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冬天礼赞 冬日之舞（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冬天礼赞 冬日之舞（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和谐之美 和谐的音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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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和谐之美 和谐的音响（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和谐之美 变化统一（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和谐之美 变化统一（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欧洲随想 欧洲民间音乐（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欧洲随想 欧洲民间音乐（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欧洲随想 欧洲民间舞蹈（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欧洲随想 欧洲民间舞蹈（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民族的讴歌 故乡情深（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民族的讴歌 故乡情深（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乡谣土韵律 多姿多彩话说唱（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乡谣土韵律 多姿多彩话说唱（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乡谣土韵律 一招一式演古今（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上册 乡谣土韵律 一招一式演古今（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爱的奉献（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爱的奉献（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珍惜生命，热爱和平（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珍惜生命，热爱和平（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生命在于运动（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生命如歌 生命在于运动（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艺术作品中的建构 流动的建筑（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艺术作品中的建构 流动的建筑（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美洲、非洲民间艺术 美洲、非洲的民间歌曲（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美洲、非洲民间艺术 美洲、非洲的民间歌曲（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美洲、非洲民间艺术 美洲、非洲的民间舞蹈（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美洲、非洲民间艺术 美洲、非洲的民间舞蹈（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从印象走向现代（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从印象走向现代（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现代舞（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现代舞（二）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毕业联欢会（一）

初中艺术 教科版 九年级下册 多元的现代 毕业联欢会（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一章 体能概述 1.1体力活动与体能 1.2发展体能的一般性原则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肌肉力量（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肌肉力量（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2发展速度（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2发展速度（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2发展灵敏性（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2发展灵敏性（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1发展速度与心肺耐力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1发展速度与心肺耐力组合（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2发展上肢和腰腹肌肉力量与心肺耐力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2发展上肢和腰腹肌肉力量与心肺耐力组合（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3发展下肢力量和灵敏性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3发展下肢力量和灵敏性组合（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5）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篮球（6）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羽毛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羽毛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1中长跑（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1中长跑（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短跑（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3立定跳远（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3立定跳远（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双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双杠（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技巧运动（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技巧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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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健美操（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健美操（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健美操（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健美操（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1长拳（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2棍术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3抖空竹（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3抖空竹（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4毽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4毽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1轮滑（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1轮滑（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一章 健康的生活方式 1.1健康的含义 1.2良好的生活习惯 1.3平衡的膳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二章 安全常识 2.1运动中的安全 2.2生活中的安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三章 青春期 3.1青春期知识 3.2青春期心理变化 3.3青春期常见的生理问题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预防 4.1视力不良与近视（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预防 4.2营养不良与缺铁性贫血（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预防 4.3龋齿与牙周病（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预防 4.4脊柱弯曲异常（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预防 4.5认识传染病 4.6预防传染病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七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五章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5.1心理健康 5.2社会适应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一章 体力活动与体能 1.1体力活动金字塔 1.2建立个人的体力活动金字塔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的方法（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肌肉力量的双人辅助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肌肉力量的双人辅助方法（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2发展速度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2发展速度的方法（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2在游戏中发展灵敏性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2在游戏中发展灵敏性的方法（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5）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足球（6）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5）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乒乓球（6）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1接力跑（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跨栏跑（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跨栏跑（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3跨越式跳高（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3跨越式跳高（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4蹲踞式跳远（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4蹲踞式跳远（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低单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低单杠（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技巧运动（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技巧运动（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1防身术（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1防身术（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2剑术（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2剑术（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3竹竿舞（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4啦啦操（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1花样跳绳（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1花样跳绳（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2三门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一章 健康饮食 1.1合理营养 1.2预防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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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二章 安全知识 2.1运动中的安全知识 2.2生活中的安全知识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三章 青春期知识 3.1儿童少年生长发育规律 3.2青春期常见疾病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三章 青春期知识 3.3异性交往（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2红眼病的预防（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3肠道蠕虫感染（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4肝炎的预防（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八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5不滥用成瘾性药物（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一章 体力活动与体能 1.1终身体育 1.2发展体能的渐进式过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二章 发展心肺耐力 2.2发展心肺耐力（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爆发力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三章 发展肌肉力量 3.2发展爆发力的方法（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1影响速度发展的因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四章 发展速度 4.2发展速度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1发展灵敏性的阶梯练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五章 发展灵敏性 5.2发展灵敏性的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1发展灵敏性与心肺耐力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1发展灵敏性与心肺耐力组合（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2发展速度与心肺耐力组合（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2发展速度与心肺耐力组合（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3发展肌肉力量与心肺耐力的循环练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体能篇 第六章 体能组合发展案例 6.3发展肌肉力量与心肺耐力的循环练习（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5）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1排球（6）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网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2网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3棒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一章 球类运动 1.3棒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1挺身式跳远（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1挺身式跳远（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背越式跳高（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背越式跳高（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背越式跳高（3）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二章 田径类运动 2.2背越式跳高（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双杠（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1双杠（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支撑跳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2支撑跳跃（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街舞（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3街舞（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4校园集体舞（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三章 体操类运动 3.4校园集体舞（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1刀术（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1刀术（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2太极拳（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2太极拳（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3珍珠球（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4踢毽子（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五章 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5.4踢毽子（2）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运动技能篇 第六章 新兴体育类运动 6.1定向越野（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一章 健康的生活方式 1.1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一章 健康的生活方式 1.2体重评价 1.3控制体重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一章 健康的生活方式 1.4合理利用网络资源（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二章 安全知识 2.1常见运动损伤的处理方法（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二章 安全知识 2.2地震避险（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二章 安全知识 2.3应对校园欺凌（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三章 青春期知识 3.1如何与异性交往 3.2预防性骚扰与性侵害

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四章 疾病预防知识 4.1预防艾滋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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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冀教版 九年级全一册 健康教育篇 第五章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5.2学会调控情绪（1）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一节 体育运动与生活方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一节 二、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一节 三、体育运动在健康生活方式中的作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二节 青春期与体育锻炼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二节 二、青春期体育锻炼的注意事项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三节 平衡膳食与控制体重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A章->第三节 二、注意膳食平衡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快速跑：蹲踞式起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快速跑：30米加速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快速跑：途中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快速跑：冲刺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快速跑：100米全程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跳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投掷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实心球掷远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一节 攀爬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二节 柔韧性练习：肩部练习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二节 柔韧性练习：躯干练习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二节 柔韧性练习：腿部练习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二节 协调性练习：绕杆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篇->B章->第二节 协调性练习：运球、带球绕杆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一节 认识运动技能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一节 二、运动技能的形成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一节 三、运动技能与终身体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二节 运动技能学习中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二节 二、自信心与运动技能学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二节 三、意志品质与运动技能学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二节 四、社会行为与运动技能学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A章->第二节 五、人际关系与运动技能学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游泳：水中游戏与呼吸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蛙泳：身体姿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蛙泳：腿部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蛙泳：手臂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蛙泳：呼吸与臂、腿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男生技巧动作：鱼跃前滚翻远度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男生技巧动作：鱼跃前滚翻高度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女生技巧动作：后滚翻纵劈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女生技巧：跪跳起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双杆技能学练方法：跳起成分腿坐、跳起成外侧坐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双杆技能学练方法（男生动作）：支撑后摆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双杆技能学练方法（女生动作）：支撑前摆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男生双杆组合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体操—女生双杆组合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手型和步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拳：1.预备式；2.提手炮；3.马步连推掌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拳：4.弓步冲拳；5.马步顶肘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拳：6.插步崩拳；7.倒挂金钩；8.弓步拳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拳：9.虚步格掌；10.击手炮；11.古树盘根；12.收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腿：1.预备式；2.虚步双关铁门；3.上步正踢腿；4.猛虎出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腿：5.外摆腿；6.蝎子尾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一节 武术—五步连环腿：7.右蹬腿；8.虎抱头9.收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熟悉球性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准备姿势与握拍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直拍正手平击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直拍反手推挡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直拍正手及反手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直拍正手近台快攻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乒乓球：对推或对攻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足球场地介绍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足球基本规则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脚内侧传接球学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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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游戏与学练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学练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脚掌停球学练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射门学练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基本战术：二过一战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基本战术：插上进攻战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 技能篇->B章->第二节 足球基本战术：比赛阵形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A章 休闲体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A章 二、休闲体育项目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一节 轮滑运动简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一节 轮滑基本技术：站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一节 轮滑基本技术：迈步移动重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一节 轮滑基本技术：滑行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一节 轮滑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二节 踢键子基本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二节 花式踢键子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 休闲篇->B章->第二节 踢键子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A章 体育运动与生命安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A章 二、体育运动与生命安全的关系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A章 三、如何保证运动安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B章->第一节 火灾的避险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B章->第一节 二、常用灭火器使用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B章->第一节 三、火海逃生模拟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B章->第二节 地震的避险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七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 安全篇->B章->第二节 二、地震避险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一节 了解体能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一节 运动负荷及其检测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一节 怎样选择适合的健身方法 发展体能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二节 运动中的常见疾病及预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了解基本运动能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发展跑的能力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发展跳的能力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发展投的能力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发展悬垂能力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增强上肢力量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增强躯干力量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增强下肢力量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增强上肢力量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增强有氧耐力的练习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 健身达人积分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一节 奥运会的起源与发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一节 奥林匹克精神的永恒魅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二节 学会欣赏运动项目及其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游泳：认识仰泳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游泳：仰泳水性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游泳：仰泳腿的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游泳：仰泳手的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游泳：仰泳完整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头手倒立（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鱼跃前滚翻（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前滚翻成蹲立（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组合学习与创编（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肩肘倒立（女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前滚翻成直角坐（女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燕式平衡（女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组合学习与创编（女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单腿向前摆越成骑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单腿向后摆越成支撑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后摆转体90°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双脚蹬地翻身上成支撑（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组合学习与创编（男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跳上成支撑（女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单杠：组合学习与创编（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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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嘉年华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术-短棍基本功强基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术-玩转短棍（基本击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术-棍法连连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术-短棍学、练、攻防赛（1-6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术-短棍自学、练、攻防赛（7-11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武林大会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走进篮球、玩转篮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体前变向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双手胸前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单手肩上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双手胸前传接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传切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二攻一”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比赛欣赏与规则裁判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三人制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篮球嘉年华/小赛季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第一节 校园飞镖挑战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第二节 抖空竹基本技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第二节 抖空竹花样技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第二节 乐享抖空竹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第二节 抖空竹嘉年华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 乐享休闲体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一节 走进绅士运动-飞镖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一节 近视的发生与防控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二节 预防食物中毒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三节 预防传染病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B章->第一节 拒绝烟酒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B章->第二节 远离毒品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八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C章 出行安全指南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健康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一节 二、体育锻炼与疾病的预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二节 体育锻炼计划的制订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二节 二、制订体育锻炼计划的基本程序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A章->第二节 三、体育锻炼计划实例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障碍跑基础练习（项目介绍，穿越、跨跳、钻绕等简单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障碍跑进阶练习（可设置情景，加长距离与难度等）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跨越式跳高：助跑与起跳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跨越式跳高：过杆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跨越式跳高：短程助跑与完整技术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支撑：上肢徒手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一节 支撑：上肢器械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的循环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发展力量素质的循环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发展耐力素质的循环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发展灵敏素质的循环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一篇->B章->第二节 发展柔韧素质的循环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一节 中国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一节 二、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一节 三、北京奥运会的遗产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与预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急救措施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A章->第二节 三、运动损伤的急救措施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男生）：学习肩肘倒立及技巧组合1-4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男生）：学习燕式平衡，复习鱼跃前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男生）：学习技术组合5-7动，及整套组合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女生）：复习后滚翻成纵劈腿，学习技巧组合1-3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女生）：复习肩肘倒立，学习单肩后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技巧（女生）：复习跪跳起，学习整套技巧组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支撑跳跃—横箱分腿腾越：助跑踏跳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支撑跳跃—横箱分腿腾越：分腿腾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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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支撑跳跃—横箱分腿腾越：短距离助跑分腿腾越与完整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体操支撑跳跃—不同姿势的腾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健美操项目介绍与基本手型、步伐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健美操第一个八拍至第四个八拍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健美操第五个八拍至第八个八拍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十二式简化太极拳项目介绍与基本手型、步法、桩功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太极拳1-4动：起势、左右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左右搂膝拗步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太极拳5-7动：进步搬拦捶、手挥琵琶、倒卷肱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太极拳9-12动：单鞭、云手、左右揽雀尾、十字手、收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自由泳腿部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自由泳手臂动作与呼吸配合（陆上）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自由泳手臂动作与呼吸配合（水中）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自由泳完整动作（陆上）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自由泳完整动作（水中）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握拍与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正、反手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反手击高远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正、反手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正、反手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正、反手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一节 羽毛球规则与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下手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上手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正面扣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二篇->B章->第二节 排球规则与简易比赛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野外活动常见项目与注意事项 一、野外活动的意义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野外活动常见项目与注意事项 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野外活动常见项目与注意事项 三、野外活动中如何保护环境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A章 野外活动中的环境保护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一节 定向越野基本常识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一节 定向越野路线设计与实践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一节 三、定向越野的注意事项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滑冰：基本姿势与简单移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滑冰：简单直线滑行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滑冰：简单弯道滑行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滑冰：起跑与急停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滑雪项目基本常识与雪仗握法（双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平地滑雪行走技术（双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平地滑雪蹬雪技术（双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三篇->B章->第二节 倒地站立技术（双板）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一节 防盗窃、抢劫安全教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一节 防性侵犯安全教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第一节 防敲诈、恐吓安全教育与应对暴力袭击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A章 第二节 实用防身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B章->第一节 野外活动中遇险自救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B章->第一节 二、寻找水源

初中体育与健康 地质社版 九年级全一册 第四篇->B章->第二节 野外遇到危险如何求救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1.体育课的重要性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2.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在体育运动中磨炼意志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二、素质与锻炼 1.力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二、素质与锻炼 2.灵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二、素质与锻炼 3.柔韧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二、素质与锻炼 4.跑的练习与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二、素质与锻炼 5.跳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a.双手胸前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a.双手胸前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b.单手肩上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b.单手肩上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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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c.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c.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d.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d.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e.急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e.急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a.脚内侧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a.脚内侧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b.脚背外侧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b.脚背外侧运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c.脚内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c.脚内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d.正脚背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d.正脚背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e.脚背内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e.脚背内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f.脚背外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f.脚背外侧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g.外脚背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g.外脚背踢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a.持拍方法及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a.持拍方法及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b.正手攻球和反手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b.正手攻球和反手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c.反手挡球和反手快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c.反手挡球和反手快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d.正手杀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d.正手杀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1）软式垒球 a.传接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软式垒球 a.传接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软式垒球 b.击球与跑垒(进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1）软式垒球 b.击球与跑垒(进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软式垒球 c.简明比赛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1）软式垒球 c.简明比赛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2）体操 a.各种滚翻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a.各种滚翻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b.分腿腾跃横箱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2）体操 b.分腿腾跃横箱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c.有人帮助的箱上头手翻腾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2）体操 c.有人帮助的箱上头手翻腾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d.箱上前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2）体操 d.箱上前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e.单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2）体操 e.单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3）跳远 a.蹲踞式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3）跳远 a.蹲踞式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3）跳远 b.挺身式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3）跳远 b.挺身式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4）蛙泳 a.水中的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4）蛙泳 a.水中的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4）蛙泳 b.蛙泳腿部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4）蛙泳 b.蛙泳腿部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4）蛙泳 c.蛙泳划臂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4）蛙泳 c.蛙泳划臂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4）蛙泳 c.完整的蛙泳动作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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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4）蛙泳 c.完整的蛙泳动作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软式垒球、体操、跳远、蛙泳、武术） （5）武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 （5）武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乒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健美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软式垒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体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跳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游泳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武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1.青春期知识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2.保持健康的体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3.节制和拒绝危险的行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4.常见传染病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七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5.伤口出血的急救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1.科学锻炼，积累健身经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2.体育运动与情绪调节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3.转变学习方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4.体育竞赛中的战术与规则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1.力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2.灵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3.柔韧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跑的练习与游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跳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a.持球原地转身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a.持球原地转身技术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b.学习做假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b.学习做假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c.学习并运用其他传球方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c.学习并运用其他传球方式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d.传切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d.传切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e.掩护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e.掩护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a.进攻与防守的办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a.进攻与防守的办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b.停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b.停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c.颠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c.颠球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d.晃过对方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d.晃过对方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a.削球和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a.削球和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b.发反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b.发反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c.接上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c.接上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d.接下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d.接下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e.接无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e.接无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乒乓球 f.双人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乒乓球 f.双人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5）羽毛球 a.握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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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5）羽毛球 a.握拍的方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5）羽毛球 b.不同位置的基本姿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5）羽毛球 b.不同位置的基本姿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5）羽毛球 c.正手发后场高远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5）羽毛球 c.正手发后场高远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5）羽毛球 d.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5）羽毛球 d.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排球 a.垫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排球 a.垫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排球 b.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排球 b.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排球 c.下手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排球 c.下手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跆拳道 a.跆拳道的站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跆拳道 a.跆拳道的站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跆拳道 b.跆拳道的拳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跆拳道 b.跆拳道的拳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跆拳道 c.跆拳道的步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跆拳道 c.跆拳道的步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跆拳道 d.跆拳道的基本腿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跆拳道 d.跆拳道的基本腿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跆拳道 e.跆拳道的品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跆拳道 e.跆拳道的品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乒乓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健美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羽毛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排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跆拳道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1.青春期知识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2.保持健康的体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3.节制和拒绝危险的行为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4.常见传染病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八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5.伤口出血的急救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1.社会发展与终身体育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2.体育课中的体验式学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3.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了解体育锻炼原则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体育锻炼的原则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一、知识与认识 4.体育精神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1.力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2.灵敏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3.柔韧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二、体能与锻炼 4.投掷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a.跳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a.跳投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b.利用防守方重心变化的突破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b.利用防守方重心变化的突破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c.身后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c.身后传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d.快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d.快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1）篮球 e.掩护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1）篮球 e.掩护配合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a.摆脱防守的假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a.摆脱防守的假动作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b.合理冲撞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b.合理冲撞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c.抢断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c.抢断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d.练习射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d.练习射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e.一对一的控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e.一对一的控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f.头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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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版本 册次 章节 传课节点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f.头顶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2）足球 g.犯规举例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2）足球 g.犯规举例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健美操 a.组合一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健美操 b.组合二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健美操 c.组合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3）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3）健美操 d.组合四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羽毛球 a.侧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羽毛球 a.侧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羽毛球 b.反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羽毛球 b.反手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羽毛球 c.放小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羽毛球 c.放小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羽毛球 d.正手网前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羽毛球 d.正手网前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篮球->（4）羽毛球 e.动作组合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1.精学类运动项目->（4）羽毛球 e.动作组合练习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网球 a.握拍和基本姿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网球 a.握拍和基本姿势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网球 b.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网球 b.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网球 c.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网球 c.击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1）网球 d.技巧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1）网球 d.技巧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a.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体操 a.滚翻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体操 b.屈腿腾越横箱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b.屈腿腾越横箱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2）体操 c.单杠直臂支撑后倒屈身下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2）体操 c.单杠直臂支撑后倒屈身下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足球 （3）校园定向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2.简学类运动项目 （3）校园定向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健美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羽毛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网球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体操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三、技术与运用 校园定向运动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1.日常运动损伤的处理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2.肥胖的成因与预防纠正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3.艾滋病和血吸虫病的危害与预防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4.心理健康与心理自觉

初中体育与健康 教科版 九年级全一册 四、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5.爱护眼睛和预防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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