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编号 书名 封面 作者 ISBN 出版社 页数 价格/元 购买数量

辅助教材 1
物理.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

试用本)
本作者 9787532389223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101 7,60 2

辅助教材 2
化学 

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试用
本)

本作者  9787532389230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99 7,35 3

辅助教材 3
地理参考图册(全国成人高

考)
王树声, 张亚南

, 万必文 
9787503120022

中国地图出版社; 
第1版 (1999年2月1日)

89 18,00 1

辅助教材 4
高中历史地图册(试验本)(

第二分册)
王树声, 张亚南

, 万必文 
9787503147500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31 3,48 1

辅助教材 5
交大之星:数学期中期末满
分冲刺卷(5年级第1学期)

《数学期中期末
满分冲刺卷》编

写组 

978731308477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6月1日)

116 18,00 2

辅助教材 6
交大之星:数学期中期末满
分冲刺卷(5年级第2学期)

《数学期中期末
满分冲刺卷》编

写组 

978731309057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112 21,00 1

辅助教材 7 初中数学基础知识手册 蔡则彪 9787811187694 上海大学出版社 490 18,00 5

辅助教材 8 初中物理基础知识手册 郑宝林 9787811187588 上海大学出版社 303 18,00 5

辅助教材 9 初中化学基础知识手册 陈基福 9787811187670 上海大学出版社 223 15,00 5

辅助教材 10 高中数学基础知识手册 沈子兴 9787811187687 上海大学出版社 543 26,00 2

辅助教材 11 高中化学基础知识手册 郑宝林 9787811187618 上海大学出版社 407 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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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C%AC%E4%BD%9C%E8%80%85&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C%AC%E4%BD%9C%E8%80%85&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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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材 12 高中物理基础知识手册 陈基福 9787811187700 上海大学出版社 333 19,00 2

辅助教材 13
方洲新概念:小学数学学习
全手册(2011版新课标•钻

石版)
张犁  978751380243

 华语教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7月1日)

440 39,80 1

辅助教材 14
高中历史地图册(试验本) 

(第二分册)
9,7875E+12 9787503147500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32 3,48 1

辅助教材 15
化学 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 

(试用本)
 9787532389230 9787532389230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99 7,35 1

辅助教材 16
数学期中期末满分冲刺卷(5

年级第2学期)

《数学期中期末
满分冲刺卷》编

写组 

978731309057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112 21,00 1

辅助教材 17
超级初中数理化生公式定理

大全
黄家琪  978750627419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第1版 (2009年5月1日)

478 36,00 1

辅助教材 18
历史(试用本) 

七年级第一学期 (附光盘)
苏智良 978756178560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

170 17,80 1

辅助教材 19
物理.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

试用本)
本作者 9787532389223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1月1日)

101 7,60 2

辅助教材 20
历史(练习部分)七年级第一

学期(试用本)

上海市中小学教
材审查委员会 (

作者

 978756178559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2001年1月1日)
57 2,55 4

辅助教材 21
历史(试用本) 

七年级第一学期 (附光盘)
苏智良 978756178560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2001年1月1日)
170 3

辅助教材 22
奥林匹克数学思维训练教材

:小学3年级
王时军, 7501534209 知识出版社 133 6.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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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7%8A%8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3%80%8A%E6%95%B0%E5%AD%A6%E6%9C%9F%E4%B8%AD%E6%9C%9F%E6%9C%AB%E6%BB%A1%E5%88%86%E5%86%B2%E5%88%BA%E5%8D%B7%E3%80%8B%E7%BC%96%E5%86%99%E7%BB%8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BB%84%E5%AE%B6%E7%90%A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8%8A%E6%B5%B7%E5%B8%82%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E5%AE%A1%E6%9F%A5%E5%A7%94%E5%91%98%E4%BC%9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8%8A%E6%B5%B7%E5%B8%82%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E5%AE%A1%E6%9F%A5%E5%A7%94%E5%91%98%E4%BC%9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4%B8%8A%E6%B5%B7%E5%B8%82%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6%9D%90%E5%AE%A1%E6%9F%A5%E5%A7%94%E5%91%98%E4%BC%9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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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材 23
奥林匹克数学思维训练教材
:小学2年级

崔恒兵 7501534098 知识出版社 142 6.50 1

辅助教材 24 我+数学=聪明(1年级) 顾汝佐, 周家明 7805312737 文汇出版社 32 2.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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