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

1 产业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石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3版 ISBN 978-7-300-21727-7

2 创业经济学 南京邮电大学 景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50443-9

3 经济学基础（第2版） 江苏师范大学 华桂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第2版 ISBN 978-7-300-22879-2

4 货币银行学 南京大学 范从来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第4版 ISBN 978-7-305-10865-5

5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李心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 ISBN 978-7-300-19853-8

6 证券投资学 南京审计大学 张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4-042231-3

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第三版） 淮海工学院 宣昌勇、王贵彬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654-2334-5

8 国际贸易实务（英文版） 南京财经大学 杨智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2-50944-8

9 商法教程（第三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建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第3版 ISBN 978-7-300-22819-8

10 现代社会调查方法 南京大学 风笑天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5版 ISBN 978-7-5609-9647-9

11 基础手语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谈秀菁、史玉凤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51-2769-4

12 教师专业发展 江苏大学 李晓波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7359-2

13 职场核心礼仪实用教程 淮海工学院 安俊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13-15244-2

14 人体运动动作技术分析与诊断 南京体育学院 钱竞光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2015年第1版 ISBN 978-7-5537-6005-1

15  文秘写作与范例评析 南通大学 邵志华、丁富生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5-18832-9

2018年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修订教材）
注：根据教材所属专业分类代码排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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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普通话口语训练教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张颖炜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05-15379-2

17 口语教程 南京大学 何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

ISBN 978-7-5446-3175-4

ISBN 978-7-5446-3176-1

ISBN 978-7-5446-3177-8

ISBN 978-7-5446-3178-5

18 新编日本国家概况（第1版） 南京师范大学 池建新、王越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41-3303-0

19 高等代数 淮阴师范学院 郭嵩 科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3-051544-5

20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 苏州大学 江美福、方建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2月第2版 ISBN 978-7-04-036767-6

21 大学物理学 盐城工学院 孙厚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302-28807-7

22 基础物理学（全2册） 苏州大学 晏世雷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3版 ISBN 978-7-5672-1105-6

23 普通物理实验（第1版） 南京师范大学 何向东、孙阿明、张开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13-13988-7

24 表面活性剂、胶体与界面化学基础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崔正刚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22-15855-0

2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实验 东南大学 郭玲香、宁春花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05-12636-9

26 基础化学 南京医科大学 胡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3版 ISBN 978-7-04-040023-6

27 无机与分析化学 江苏科技大学 彭银仙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2版 ISBN 978-7-5603-4112-5

28 物理化学（上）、（下） 南京工业大学 刘建兰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版

ISBN 978-7-122-19051-2

ISBN 978-7-122-19126-7

29 有机合成化学及实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桂枝、陈敏东 气象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3-039691-4

30 地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孙汉群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214-09748-4

31 微气象学基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胡继超、申双和 气象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029-5805-3

32 统计学 南京财经大学 管于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第3版 ISBN 978-7-04-036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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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材料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宗白、陶阳、吴永端 科学出版社 2013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3-038349-5

34 工程力学（静力学与材料力学） 南京工程学院 王永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1-44785-6

35 工程力学I 常州工学院 王晓军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11-50659-1

36 工程测试技术(第4版) 南京理工大学 孔德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第3版 ISBN 978-7-5124-1837-0

37 机电传动控制 盐城工学院 马如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43803-1

38 机械工程专业英语—交流与沟通 河海大学 康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11-40894-9

39 机械制造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任家隆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01月第1版 ISBN 978-7-111-34780-4

40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二版） 江南大学 吉卫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9月第2版 ISBN 978-7-04-042851-3

41 控制工程基础 徐州工程学院 张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06-3993-2

42 特种加工（第2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志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第2版 ISBN 978-7-301-27285-5

43 现代工程图学（第二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刘苏 科学出版社 2017年9月第2版 ISBN 978-7-03-054548-0

44 材料科学研究与测试方法(第4版) 南京理工大学 朱和国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第3版 ISBN 978-7-5641-6703-5

45 工程流体力学（第二版） 东南大学 归柯庭 科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第2版 ISBN 978-7-03-042647-5

46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常州工学院 钱显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3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170-0393-9

47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南通大学 吴晓新、堵俊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9月第2版 ISBN 978-7-121-29711-3

48
交直流调速系统与MATLAB仿真（第三

版）
淮海工学院 周渊深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5年6月第2版 ISBN 978-7-5123-7250-4

49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东南大学 程明、张建忠、王念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1-37197-7

50 信号与线性系统（第二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邢丽冬、潘双来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302-28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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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电路与电子线路基础》电子线路部分

（第二版）
东南大学

王志功、沈永朝、徐建、

赵鑫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9月第2版 ISBN 978-7-04-045936-4

52
MATLAB/System View 通信原理实验与系

统仿真
南京工程学院 曹雪虹、杨洁、童莹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2-37986-7

53 电子信息类专业创新实践教程 常熟理工学院 徐健 科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3-051305-2

54 光纤通信（第3版） 南京工业大学 王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1月第3版 ISBN 978-7-121-22092-0

55 数字逻辑电路与系统设计(第3版) 南京理工大学 蒋立平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21-17594-7

56 微波技术与天线 苏州大学 刘学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4版 ISBN 978-7-5606-4177-5

57 虚拟仪器技术分析与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张重雄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1月第3版 ISBN 978-7-121-30364-7

58 C++程序设计教程（第2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皮德常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2月第2版 ISBN 978-7-1114-5476-2

59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淮阴师范学院 吴克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 ISBN 978-7-302-31791-3

60 C语言程序设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李燕、李振宏、耿焕同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2版 ISBN 978-7-8113-0305-6

61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Visual Basic程序设

计实验教程
南通大学 郑国平、王杰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04-036861-1

ISBN 978-7-04-044828-3

62 操作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李红卫、白凤娥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第2版 ISBN 978-7-5685-0695-3

63 大学计算机教程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卢雪松、周彩英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21-23901-4

64 离散数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杨振启 科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03-046607-5

6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及C++（第2版）、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及C++实验指导（第2版）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朱立华、俞琼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年2月第2版、

2012年2月第2版

ISBN 978-7-115-26906-5

ISBN 978-7-115-26905-8

66 数据结构（Java版）（第4版） 南京工程学院 叶核亚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年7月第4版 ISBN 978-7-121-26188-6

67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C++语言版(第2版) 南京理工大学 张琨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年2月第1版 ISBN 978-7-115-40927-0

68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 南京邮电大学 卢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第3版 ISBN 978-7-302-47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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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爆破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东兆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4月第2版 ISBN 978-7-112-18961-8

70 土木工程施工（第2版） 东南大学 郭正兴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641-3627-7

71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常州工学院 王利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2-17157-6

72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河海大学 朱永华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2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170-0144-7

73 GNSS原理及其应用 江苏师范大学 赵长胜 测绘出版社 2015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030-3571-5

74 核电工程测量 淮海工学院 焦明连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7-17368-2

75 高分子材料(第3版) 南京理工大学 贾红兵、宋晔、王经逸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305-12544-7

76 化工工程设计概论 常州大学 杨基和、刘英杰 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2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114-1725-1

77 制药工程学 中国药科大学 王志祥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9月第3版 ISBN 978-7-122-24469-7

78 地下水动力学 河海大学 周志芳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3-037848-4

79 纺纱工程（上、下） 江南大学 谢春萍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5180-2222-9

ISBN 978-7-5180-2223-6

80 交通工程系统分析 河海大学 郑长江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4-13208-7

81 Introduction to aeronautics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薛彩军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8-10289-5

82 新概念武器发射原理（第2版） 南京理工大学 陆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124-1608-6

83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第2版） 南京理工大学 孙秀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第1版 ISBN 987-7-5124-1650-5

84 安全管理学 常州大学 邵辉、毕海普 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4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114-2105-0

85 安全监测监控 中国矿业大学 蒋曙光、王凯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46-1730-1

86 种子生产学实验技术 南京农业大学 洪德林 科学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3-041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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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野生动物识别与鉴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侯森林、周用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53-0740-9

88 动物繁殖学 南京农业大学 王锋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655-0468-6

89 兽医传染病学 南京农业大学 陈浦言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6版 ISBN 978-7-109-20046-3

90 小动物疾病学 南京农业大学 候加法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109-21370-8

91 风景园林设计表现理论与技法 南京林业大学 邱冰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641-3878-3

92 草食动物营养学 扬州大学 赵国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5月第1版 ISBN 978-7-109-20104-0

93 临床医学基础 南京医科大学 季国忠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年2月第2版 ISBN 978-7-117-20140-7

94 人类疾病学概论 南京医科大学 鲁翔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年7月第2版 ISBN 978-7-117-20799-7

95 人体寄生虫学 苏州大学 夏超明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067-8220-3

96 疫苗工程学（第2版） 东南大学 窦骏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641-5154-6

97 口腔组织病理学（第3版） 南京医科大学 宋晓陵等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3版 ISBN 978-7-117-19941-4

98 公共卫生PBL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 王建明、李忠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7-23513-6

99 预防医学 南通大学 徐广飞、黄水平、赵进顺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3版 ISBN 978-7-5641-4776-1

100 生物化学 中国药科大学 姚文兵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2月第8版 ISBN 978-7-117-22026-2

101 中国药事法理论与实务 中国药科大学 邵蓉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5067-7408-6

102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徐州医科大学 孙存杰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481-0681-4

103 精神科护理学 南京医科大学 张燕红、徐国彬 天津科技出版社 2013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308-7914-6

104 管理学 南通理工学院 李晏墅、包耀东、赵政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92-0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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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 江苏科技大学 葛世伦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 ISBN 978-7-121-22654-0

106  商务谈判理论与实务 淮阴师范学院 杨剑英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7394-3

107 财务管理学 中国矿业大学 黄国良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46-2022-6

108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理论、实务与案例 金陵科技学院 方光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606-4133-1

109 管理学（第三版） 南京工程学院 刘秋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6月第3版 ISBN 978-7-04-042652-6

110 国际金融 徐州工程学院 陈建明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646-2767-6

111 环境财务会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袁广达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141-6088-8

112 会计规范专题 淮阴工学院 谢万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2版 ISBN 978-7-301-23797-7

113 会计学基础 盐城工学院 卢新国、宋永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44360-8

114 计算机辅助审计原理及应用（第三版） 南京审计大学 陈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第3版 ISBN 978-7-302-42135-1

115 审计学基础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王会金、许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119-2156-7

116 市场营销管理-需求的创造与传递 河海大学 钱旭潮、王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7月第4版 ISBN 978-7-111-54277-3

117 通信企业管理 南京邮电大学 刘宁、林萍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5-37436-3

118 政府审计学 南京审计大学 郑石桥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119-1564-1

119 职业经理 南京财经大学 王瑛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641-3379-5

120 农业技术经济学 南京农业大学 周曙东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8月第4版 ISBN 978-7-109-16853-4

121 管理学 常熟理工学院 张国平、曹旭平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121-3016-6

122 土地利用规划学（第八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王万茂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3月第8版 ISBN 978-7-109-17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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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物流实验实训教程 徐州工程学院 陈丰照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02-43726-0

124 文化产业管理概论 南京艺术学院 李向民、王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302-41436-0

125 手语歌曲鉴赏与表达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刘丽英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第1版 ISBN 978-7-305-16895-6

126 景观概念设计教程 江苏理工学院 邰杰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第1版 ISBN 978-7-5672-1691-4

127 视觉传达设计史 盐城工学院 王文广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5-01690-5

128 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实践 东南大学 张志胜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41-3457-0

129 创业管理：理论、案例与实训 常州大学 彭伟、陈奎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48491-5

130 大学物理学 江南大学 陈国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47005-5

131 就业创业教程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陈晓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13-16674-6

132 农业微生物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顾卫兵等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09-16116-0

133 中外园林史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姚岚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1-56953-4

134 小动物影像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卓国荣等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09-17501-3

135 橡胶材料与配方（第三版）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聂恒凯、侯亚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8月第3版 ISBN 978-7-122-22835-2

136 建筑工程力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陈在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40462-3

137 建筑节能技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洪波、王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04-046627-0

138 建筑节能技术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史晓燕、王鹏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640-8397-7

139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上、下册）（第二

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肖凯成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640-5571-4

140 多轴数控编程与加工案例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石皋莲、季业益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111-4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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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模具CAD/CAM/CAE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冯伟、曹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1-39294-1

142 液压与气动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黎少辉、李建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121-2141-6

143 机床电气控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宋广雷、赵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5月第1版 ISBN 978-7-04-045397-3

144 单片机应用技术（C语言版）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单正娅、芮长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606-3584-2

145 电工基础及应用信息化教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严金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122-27149-5

146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西门子S7-

200）（第2版）
南通职业大学 周开俊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6月第2版 ISBN 978-7-121-28832-6

147 伺服系统应用技术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战民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13-19009-5

148 液压应用技术项目化教程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王佳庆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1-23677-8

149 传质分离技术（第二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媛、潘文群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3月第2版 ISBN 978-7-122-22581-8

150 化工单元过程及设备的选择与操作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忠娟、周寅飞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22595-5

151 化工责任关怀导论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卞进发、潘勇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5月第1版 ISBN 978-7-122-22707-2

152 一体化系列女装设计．制板．工艺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洁、陈玉红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180-1666-2

153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爱民、谢剑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5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13-20336-8

154 C语言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玉玲、王璇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1-29198-2

155 传感器与检测电路设计项目化教程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冯成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1-58133-8

156 数字电子技术项目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邵利群、杭海梅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21-33057-5

157 ASP.NET程序设计项目教程 沙洲职业工学院 许礼捷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21-27035-2

158 JavaScript程序设计实例教程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程乐、郑丽萍、刘万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11-4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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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计算机基础实用教程微视频版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佟元之、王冠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13-17414-7

160 局域网交换机和路由器的配置与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林、史律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21-20791-4

161 物联网工程技术综合实训教程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华驰、高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22-25256-2

162 交换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前华、吕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06-3475-3

163 通信工程制图与勘察设计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杜文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47915-7

164 现代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姜敏敏、杜庆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4-049318-4

165 生物化学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杨留才、杨林娴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214-0108-0

166 病理与病理生理学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丁凤云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年6月第1版 ISBN 987-7-117-22421-5

167 护理管理与研究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濮丽萍、鲁慧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年5月第2版 ISBN 978-7-5499-1883-6

168 分析化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石慧、刘德秀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2版 ISBN 978-7-122-21130-9

169 基础化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袁加程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年10月第 1 版 ISBN 978-7-122-30277-9

170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实用教程

（第三版）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万春艳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8月第3版 ISBN 978-7-122-32342-2

171 财务管理（第2版）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正兵等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641-3607-9

172 财务软件应用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陈康奎、谈先球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8-09937-9

173 税法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卫平等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654-3230-9

174 管理学基础——中小微企业创业管理视角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卫东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641-5299-4

175 公共关系实务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霍瑞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2版 ISBN 978-7-300-19136-2

176 商务谈判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卢海涛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1-21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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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团队管理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657-1892-2

178 网店运营实务（第2版）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利锋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15-44353-3

179 采购与仓储管理实务（第2版）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耿波、聂强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第2版 ISBN 978-7-301-28697-5

180 物流信息管理（第三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谈慧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第3版 ISBN 978-7-5611-8461-5

181 运输管理实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丁天明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35-3695-5

182 旅游学概论（第三版）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3版 ISBN 978-7-04-039913-4

183 餐饮食品安全与控制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玉桓
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

出版社
2017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026-4431-4

184 包装设计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金旭东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ISBN 978-7-5153-0857-9

185 立体构成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方四文、朱琴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019-9705-3

186 人物造型化妆（第2版）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王铮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第2版 ISBN 978-7-5641-5577-3

18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4版）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金凤、柴义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第4版 ISBN 978-7-302-46623-9

188 经济数学（第2版）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陆峰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年7月第2版 ISBN 978-7-5499-2808-8

189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丁志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22-7543-5

190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军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651-3247-6

191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蔡旺庆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4-07703-7

192 幼儿教师故事讲述训练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买艳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75-4297-6

193 幼儿园课程概论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胡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第1版 ISBN 978-7-309-11211-5

194 创新与创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00-24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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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展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13-16309-7

196 大学生创新思维训练教程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刁爱军、周庆礼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13-17497-0

197 大学生求职技能训练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明生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46-2451-4

198 弟子规与职业素养（第二版）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张建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第2版 ISBN 978-7-300-23736-7

199 点石成金-大学生创意激发及创新实践指导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

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陆群、顾新春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305-17964-8

200 高职学生创业指南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陆群、顾新春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3733-4

201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Windows 7 + Office

2000）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兆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5736-3

2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程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邢玲、吴跃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5720-2

203 现代大学体育教程 扬州市职业大学 曹桂祥等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009-4995-4

204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张庆堂、周秀娥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5-17434-6

205 追梦——高职生创新创业思维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柯晓扬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13-16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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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秦诸子选读 南京大学 颜世安、武黎嵩 商务印书馆

2 政府会计学 南京审计大学 裴育、程瑶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保险学 南京审计大学 徐玉华、刘妍、吉玉荣、唐汇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国际金融学 南京师范大学 陶士贵、傅康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金融市场学 南京财经大学 刘敏楼 人民出版社

6 International Trade 江苏师范大学 李存芳、王世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7 刑法学（上册、下册） 南京师范大学 姜涛 法律出版社

8 讯问学 江苏警官学院 韩德明、薛宏伟 中国法制出版社

9 治安秩序管理 江苏警官学院 张兰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0 0-3岁婴幼儿发展与有质量的早期看护 南京师范大学 王玲艳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教程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陆伟家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 现代教育技术 南京师范大学 叶晓玲、田俊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3 乡村教育伦理引论 盐城师范学院 宋敏、殷有敢 南京大学出版社

14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常州工学院 张建波、周嘉禾 河海大学出版社

15 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南通大学 王晓芬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 幼儿园班级管理 南通大学 陶金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新编教材）

注：根据教材所属专业分类代码排序。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7 智慧学习理论与方法 江苏师范大学 杨现民 科学出版社

18 体能训练实用教程 南京体育学院 赵琦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 体育法学概论 盐城师范学院 戴俊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 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 南京邮电大学 朱建勇、邱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1 楚辞精读 南通大学 施仲贞、张学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2 唐诗导读 南京师范大学 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 语言神经解剖学基础 江苏师范大学 杨亦鸣 科学出版社

24 语言学研究导引 南京大学 罗琼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5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导论 扬州大学 刘勇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 Writing Academic Paper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江苏大学 陈欣 江苏大学出版社

27 警务英语视听说场景实训教程 江苏警官学院 蒋荣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8 跨文化交际与礼仪 淮阴工学院 朱建新、刘玉君 东南大学出版社

29 实用英语阅读教程 盐城师范学院 李二占、范能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0 新指南跨文化教育英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长江 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31 纪录片创作教程 扬州大学 武新宏 南京大学出版社

32 现代出版学 南京大学 张志强 南京大学出版社

33 世界历史文献选读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蒋保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34 高等数学（上、下册） 苏州大学 严亚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35 工科数学分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儒宁、唐月红 机械工业出版社

36 数学建模简明教程 江苏师范大学 孙世良 高等教育出版社

37 数学解题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 段志贵 清华大学出版社

38 Practical Quantum Mechanics实用量子力学（双语版） 苏州大学 John A. McLeod、刘俪佳 厦门大学出版社

39 大学物理（核心知识） 东南大学
周雨青、刘甦、董科、彭毅、侯

吉旋
东南大学出版社

40 基础化学 中国药科大学 陈亚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41 现代食品安全分析综合实训指导 南京晓庄学院 陈昌云 南京大学出版社

42 有机化学（上、下） 苏州大学 史达清、赵蓓 高等教育出版社

43 有机化学微型实验 南京工业大学 朱红军、刘睿 化学工业出版社

44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及评价 江苏师范大学 庄启亚、刘翠、李广超 科学出版社

45 宇宙简史 南京大学 李向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46 GIS综合实验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 张书亮、汤国安、戴强、辛宇 科学出版社

47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 南京大学 李满春、陈振杰、陈刚、周琛 科学出版社

48 林业GIS 南京林业大学 李明阳 中国林业出版社

49 大气辐射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陈渭民 气象出版社

50 天气学原理 南京大学 江静 南京大学出版社

51 天气预报综合实习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彬 气象出版社

52 海洋数据处理分析方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何宜军 海洋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53 沉积岩石学 南京大学 林春明 科学出版社

54 分子生物学 南京大学 郑伟娟 高等教育出版社

55 遗传学概论 南京师范大学 程罗根 科学出版社

56 咨询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周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7 SPSS统计软件操作教程 盐城师范学院 王作雷 江苏大学出版社

58 各向异性材料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存法、黄再兴 科学出版社

59 理论力学（中俄双语） 江苏师范大学 李顺才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60
Machine Elements in Mechanical Design   机械设计（英

文版）
南京理工大学 宋梅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61 车辆自动变速器构造原理与设计方法 江苏大学 田晋跃 北京大学出版社

62 工程训练与创新 南京邮电大学 张学军 人民邮电出版社

63 过程设备设计课程设计指南 常州大学 陆怡 中国石化出版社

64 焊接自动化技术基础 江苏科技大学 陈书锦 科学出版社

65 机械设计 无锡太湖学院 杨敏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66 机械原理与设计实验教程 中国矿业大学 程志红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67 机械制造技术 淮海工学院 陈劲松、杜玉玲 北京大学出版社

68 林业机械 南京林业大学 周宏平 中国林业出版社

69 汽车概论 南京农业大学 鲁植雄 机械工业出版社

70 汽车设计 南京工程学院 赵振东 机械工业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71 汽车诊断与维修工程 三江学院 王冬良 机械工业出版社

72 汽车制造技术 盐城工学院 倪骁骅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7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践训练教程 淮阴工学院 张青春 机械工业出版社

74 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初始对准理论与方法 东南大学  刘锡祥、程向红 科学出版社

75 材料物理性能 江苏大学 刘强 化学工业出版社

76 高分子材料学 南京师范大学 沈健 江苏教育出版社

77 聚合物反应原理 常州大学 张洪文、赵彩霞 科学出版社

78 纳米材料 盐城工学院 罗驹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

79 新材料经济与管理 常州大学 魏伟 化学工业出版社

80 有机化学与光电材料实验教程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陈润锋、郑超 东南大学出版社

81 工程热力学 江苏大学 王谦 江苏大学出版社

82 单片机工程应用设计与实践 江苏理工学院 罗印升 机械工业出版社

83 电动汽车磁流变悬架半主动控制原理 南京师范大学 王恩荣、张海龙 科学出版社

84 电力电子技术 常熟理工学院 刘燕 电力出版社

85 电路 南京理工大学 黄锦安 高等教育出版社

86 电路(新形态) 江苏大学 朱孝勇、傅海军 机械工业出版社

87 电类专业创新实践指导 江苏科技大学 张永林 机械工业出版社

88 电子器件与系统可靠性理论基础与应用 东南大学 樊鹤红、刘斯扬 东南大学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89 高频电子线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行鸿彦 电子工业出版社

90 交换技术与通信网 南京邮电大学 王珺 清华大学出版社

91 数字水印与信息隐藏 东南大学 张毅锋 科学出版社

92 数字信号处理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钱玲、谷亚林、王海青 电子工业出版社

93 随机信号分析简明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郭业才 清华大学出版社

94 通信工程专业导论 南京邮电大学 王玉峰 清华大学出版社

95 微电子与集成电路设计导论 南京邮电大学 方玉明 电子工业出版社

96 信号与系统简明教程 三江学院 孟桥、赵航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 信息光子学 江苏大学 陈明阳 科学出版社

98 医学信息工程概论 南京中医药大学 龚庆悦、董海艳 南京大学出版社

99 移动互联导论 淮阴师范学院 李清波、武超、陈贵宾、朱劲松 人民邮电出版社

100 智能信息处理与量子计算 南京邮电大学 李飞 电子工业出版社

101 并联机器人控制技术及工程案例教程 南京工程学院 黄家才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2 船舶综合电力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庞科旺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3 机器人技术与创新实践 中国矿业大学 李明、王军 科学出版社

104 嵌入式控制系统原理与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 樊卫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5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教程 淮海工学院 施珺、纪兆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6 WEB开发技术 淮阴工学院 章慧、胡荣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07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 盐城师范学院 朱立才 南京大学出版社

108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理论及实验 常州工学院 徐煜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109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 南京大学 袁春风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0 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 中国矿业大学 周勇 人民邮电出版社

111 软件需求工程理论与实践 金陵科技学院 张燕、李尤丰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孟凡荣、闫秋艳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3 信息安全导论 南京晓庄学院 杨种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

114 钢结构（核心32讲） 河海大学 伍凯、曹平周 中国电力出版社

115 混凝土结构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邵永健、殷志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6 桥梁工程导论 金陵科技学院 宣卫红、刘志峰 东南大学出版社

117 土力学 河海大学
河海大学《土力学》教材编写组

（执行负责人：沈扬、余湘娟）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8 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管理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阎长虹、黄天祥、黄慧敏 科学出版社

119 大坝安全分析理论与方法 河海大学 顾冲时、赵二峰 河海大学出版社

120 结构力学 扬州大学 孙林松 科学出版社

121 GNS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中国矿业大学 张书毕、王潜心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22 化工生产实习 淮阴工学院 程晓春、周素芹 南京大学出版社

123 制药工艺学综合实验 江南大学 陈敬华 科学出版社

124 中级有机化学 徐州工程学院 陈艳 化工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25 New Textile Materials 盐城工学院 王春霞 中国纺织出版社

126

船舶动力装置测试技术(THERMOTECHNICAL

MEASUREMENTS AND INSTRUMENTS IN SHIP

POWER PLANTS)

江苏科技大学 温华兵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27 交通流理论及应用 东南大学 王昊、金诚杰 人民交通出版社

128 汽车改装技术与创新实践教程 常熟理工学院 许广举、王巍、艾孜买提•艾则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29 汽车运用工程 江苏大学 潘公宇 人民交通出版社

130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原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葛宁 科学出版社

131 弹药试验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 张先锋 国防工业出版社

132 汽车拖拉机试验学 南京农业大学 薛金林 中国农业出版社

133 木质制品生产工艺学 南京林业大学 蔡家斌 科学出版社

134 香料与香品工艺学 南京林业大学 朱凯 中国林业出版社

135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苏州科技大学 李大鹏 中国石化出版社

136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苏州科技大学 盛光遥 中国石化出版社

137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河海大学 李轶 河海大学出版社

138 工业废水治理工艺与设计 江苏理工学院 高永 化学工业出版社

139 环境土壤学 南京林业大学 俞元春 中国林业出版社

140 环境系统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王丽萍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41 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实验 盐城师范学院 戴兢陶、王新红 苏州大学出版社

142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与应用 常州大学 赵远 中国石化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43 生物医学工程中的物理化学 东南大学 顾忠泽、徐华、朱存、杜鑫 东南大学出版社

144 医学影像设备构造与维修 徐州医科大学 时梅林 科学出版社

145 食品毒理学 江南大学 王周平、孙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46 Revit建筑表现与BIM工程应用 盐城工学院 王进 科学出版社

147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南京大学 丁沃沃 建筑工业出版社

148 装配式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东南大学 张宏 东南大学出版社

149 工业职业危害及防护 南京工业大学 潘勇、鲍静 中国质检出版社

150 消防系统工程与应用 金陵科技学院 鞠全勇、高素美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51 基因工程实验项目化教程 泰州学院 韦平和、彭加平 南京大学出版社

152 酿造微生物生态学 江南大学 许正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3 生物化学 常州大学 蔡志强、朱劼 化学工业出版社

154 有机酸工艺学 江南大学 刘立明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55 电子数据检验技术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赵明生、吴玉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56 常用统计软件的应用 扬州大学 杨泽峰 南京大学出版社

157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实验指导 南京农业大学 柳李旺 中国农业出版社

158 农业生态学 淮阴师范学院 赵祥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9 水土保持监测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刘霞 中国林业出版社

160 兽医内科学（精简版） 扬州大学 刘宗平 中国农业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61 甲壳动物增养殖学生产实习指导 淮海工学院 阎斌伦、罗刚 海洋出版社

162 循证医学基础与实践 南通大学 倪衡建、耿劲松 科学出版社

163 药学专业英语 徐州医科大学 牟杰 科学出版社

164 中药分析学 中国药科大学 李萍 人民卫生出版社

165 中药化学 中国药科大学 孔令义 人民卫生出版社

166 中药鉴定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吴啟南 人民卫生出版社

167 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 段金廒 人民卫生出版社

168 围手术期麻醉护理学 徐州医科大学 霍孝蓉 人民卫生出版社

169 综合护理实践：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许勤、董玲、朱姝芹 人民卫生出版社

170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南京工业大学 朱晓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171 管理信息系统 徐州工程学院 蒋秀莲 辽宁大学出版社

172 财务管理基础 江苏师范大学 张英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3 创新创业投融资决策 常州大学 王一舒、王卫星 清华大学出版社

174 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教程 南京审计大学 李乾文、杨俊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75 管理会计学 南京审计大学 殷俊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6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南京师范大学 李金生、宋如明、顾建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7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案例分析 盐城师范学院 殷凤春 电子工业出版社

178 审计学 南京理工大学 韩晓梅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79 新产品开发管理 江苏大学 李文元 江苏大学出版社

180 战略管理：实践、理论与方法 南京邮电大学 石盛林、王娟、岳宇君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181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管理 江苏理工学院 陆玉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82 林业政策学 南京林业大学 丁胜 东南大学出版社

183 公共安全管理 中国矿业大学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84 社会救助信息化 南京邮电大学 沙勇、张振亮、刘璐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5 医院管理理论与案例 南京医科大学 钱东福、鲁翔 科学出版社

18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钦 科学出版社

187 古键盘艺术源与流 南京艺术学院 孙铿亮、冯心韵 安徽文艺出版社

188 数字图像处理与呈现 南京艺术学院 刘伟 浙江摄影出版社

189 创意产品CMF（色彩、材料与工艺）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 姜斌、缪莹莹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0 互动媒体设计 南京艺术学院 童芳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191 三维动画设计原理 南京邮电大学 霍智勇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2 设计思维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王栋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3 书籍设计 南京财经大学 丁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4 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策划 江南大学 吴祐昕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5 招贴设计创新实验教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陶金鸿、闫彦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196 创青春：大学生创新与创业 三江学院 刘正涛、王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197 创新创业案例指导 南通理工学院 施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 创新创业教育（一)-职业规划篇 南京晓庄学院 周红霞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 创新创业实训 盐城师范学院 蔡柏良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 创业有道——大学生创业理论与实务 扬州大学 叶柏森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 大学生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南京工程学院 聂邦军、王育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 大学生创新创业理论与实务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屈家安、郭照冰 气象出版社

203 大学生创新思维开发与创业实践 金陵科技学院 闵光琛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4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教程 江苏师范大学 崔成前、周显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5 大学英语视听说进阶教程（第4册） 南京师范大学 王永祥、朱有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6 电子商务创业实务 江苏理工学院 谢印成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7 葡萄酒学通论 南京农业大学 房经贵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8 生命科学导论 南京农业大学 张炜、王庆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9 世界农业文明史 南京农业大学 王思明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0 新时代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陈双林、朱梅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11 茶叶加工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汤茶琴、王润贤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2 果树生产技术（南方本）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郭正兵 中国林业出版社

213 休闲农业观光植物识别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成忠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4 动物遗传育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王健 中国农业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拟出版社

215 养禽与禽病防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张玲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6 卫星定位测量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 黄瑞 国家测绘出版社

217 建筑工程概论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孙韬、王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18 高层施工专项方案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加华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19 土木工程测量 南通职业大学 徐广舒、陈向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20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元徽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21 UG10.0案例教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赵旭升、虞启凯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22 零件手动加工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郑爱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23 三坐标检测技术及应用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陆宇峰、陈叶娣 机械工业出版社

224 运动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甄久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5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
沙洲职业工学院 李志梅 机械工业出版社

226 PLC编程与应用（s7-1200）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沈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7 传感器创新设计项目教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晴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8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薛文奎、陈小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9 机器视觉及其应用技术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 刘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30 三菱FX5U可编程控制器与触摸屏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一凡、宋黎菁 机械工业出版社

231 现代船舶建造工艺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刘桂香、胡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32 飞机钣金技术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杰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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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秋霞、厉超 清华大学出版社

234 精细化工合成过程及设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胡瑾、陈腊梅 化学工业出版社

235 纺织创新教育：方法与实践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尹桂波、吉利梅 中国纺织出版社

236 纺织导论双语教程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磊、陈宏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37 纺织品服用性能检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洪杰 中国纺织出版社

238 酸奶及冰淇淋生产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邵虎、罗建光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39 药物分离技术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昊、张洁 化学工业出版社

240
Introduction of Railway Operation（铁路运输组织概

论）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程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41 动车组制动系统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吴海超 中国铁道出版社

242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彦、任萍丽 南京大学出版社

243 船舶柴油机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陈培红、邹俊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44 船舶结构与货运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吴汉才、张海峰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45 C语言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南通职业大学 许秀林、王琼瑶、阳俐君 中国铁道出版社

246 RFID技术及应用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黄从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7 通信技术与系统简明教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华永平 机械工业出版社

248
Android应用开发入门（基于Android Studio开发环境、

任务驱动式）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余永佳 机械工业出版社

249 HTML5+CSS3网页设计任务教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汤佳、陈晓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0 机器学习及应用 苏州市职业大学 李克清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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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数字媒体开发项目化教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吴兰、胡建平 航空工业出版社

252 网站程序员项目实训教程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陆剑锋 机械工业出版社

253 物联网移动应用开发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季云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54 NB-IoT应用技术项目化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祥贤、吴冬燕 机械工业出版社

255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与概预算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海飞、杨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6 药物制剂检验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於学良、顾炳仁 人民卫生出版社

257 现代物流综合技能实训教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沈倩、吕亚君 人民邮电出版社

258 小企业会计实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杭瑞友、张月兰 化学工业出版社

259 财务业务一体化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鲁少勤 人民邮电出版社

260 超市生鲜经营管理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程培堽 中国农业出版社

261 管理学基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于云波、俞林 科学出版社

262 跨境电商创新实战教程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陈春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63 门店销售与服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尹微微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4 跨境电子商务基础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盛立强、王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5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杨从亚、邹洪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66 移动商务运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洪贵、罗晓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7 供应链全景信息化仿真实训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薄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68 物流设施与设备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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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酒店财务管理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王茂盛、景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70 酒店服务标准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瞿立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71 酒店营销实务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许艳、周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72 民宿运营与管理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洪涛、苏炜 旅游教育出版社

273 茶文化与茶艺技能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黄凌云 江苏大学出版社

274 家纺展示陈列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钱雪梅、管蓓莉 中国纺织出版社

275 均陶堆花工艺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周步芳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76 明清近代服饰史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静渊、庄立新 中国纺织出版社

277 饰事集——首饰设计教学十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罗振春 江苏凤凰教育出社•凤凰职教

278 素描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伏涛 辽宁美术出版社

279 中华匠艺-传统工艺美术鉴赏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孙丽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80 动画立体造型与定格动画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黄剑玲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81 创新思维与创业基础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程媛媛、丁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82 手工--源于民间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燕妮、陈夏贤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83 职业规划与创新创业思维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冯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84 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与健康促进指南 苏州市职业大学 王俪燕、吴恒晔、徐建国 同济大学出版社

285 业群式岗位体育与健康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周文来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86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务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唐德淼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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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创新思维与创业实务管理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冬、魏梅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88 创新思维与方法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桂德怀 南京大学出版社

289 创业之旅：机会、模式与行动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昆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90 大学生安全法纪教育读本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蒋兆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91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鲁伟、唐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92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南通职业大学 王鑫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93 大学生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贾君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94 大学生创意创新创业实用教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李焦明 人民邮电出版社

295 大学生技术创新实践应用：3D打印与VR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叶云飞、王毅、王春燕 经济管理出版社

296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霍雄飞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9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教学教程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辛玉玲 南京大学出版社

298 医学生创新与创业指导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王庭之、刘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99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教育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朱萍、孙继才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00 创新方法与实践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颜惠庚、张雪华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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