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号与系统 江南大学 于凤芹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4-041836-1

2
现代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第2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成华 本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

2015年2月第2版 ISBN 978-7-5124-1690-1

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 刘景萍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 ISBN 978-7-302-24540-7

4
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实现（第2
版）

中国矿业大学 王艳芬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2版 ISBN 978-7-302-31241-3

5 光纤通信系统（第3版） 南京邮电大学 沈建华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2月第3版 ISBN 978-7-111-45474-8

6 激光原理及应用（第2版） 南京邮电大学 陈鹤鸣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9月第2版 ISBN 978-7-121-21091-4

7 数字图像处理（第3版） 扬州大学 胡学龙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8月第3版 ISBN 978-7-121-23887-1

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模
拟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学习指
导与题解答

南京工程学院
胡宴如
耿苏燕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7月第2版
2016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42673-1
ISBN 978-7-04-044553-4

9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盐城工学院 孙宏国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2-26777-5

10 现代控制理论（第2版） 河海大学 王宏华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21-19449-8

11 自动控制原理 江苏大学 刘国海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1-47304-6

12 电机与拖动基础（第三版） 南京工程学院 刘启新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2年2月第3版 ISBN 978-7-5123-2543-2

13 结构设计原理(第三版) 东南大学 叶见曙 本科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年6月第3版 ISBN 978-7-114-11450-2

14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常州工学院 王利文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112-17120-0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

附件2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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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二级类按教材高校类别排序。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5 工程控制测量 河海大学
田林亚
岳建平
梅红

本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7-08862-7

16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 中国矿业大学 高井祥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2版 ISBN 978-7-81107-885-5

17
道路交通工程系统分析方法（第二
版）

东南大学 陆建 本科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年3月第2版 ISBN 978-7-114-08911-4

18 飞机电气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洁敏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03-029196-7

19 汽车车身现代设计 江苏大学
朱茂桃
丁华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年3月第1版 ISBN 978-7-118-09210-3

20 飞行器结构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史治宇
丁锡洪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1版 ISBN 978-7-118-08477-1

21 建筑物理（第三版） 东南大学 柳孝图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年7月第3版 ISBN 978-7-112-11786-4

22 建筑设计基础 南京大学 丁沃沃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12-16984-9

23 普通物理学教程.热学（第三版） 南京大学 秦允豪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3版 ISBN 978-7-04-030090-1

24 固体物理学（第2版） 南京大学 胡安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30998-0

25 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第四版） 河海大学
徐芝纶
邵国建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第4版 ISBN 978-7-04-037387-5

26 材料力学（双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开福 本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
社

2011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12-02856-4

27 现代加工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左敦稳 本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

2013年9月第3版 ISBN 978-7-5124-1212-5

28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南京理工大学 袁军堂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ISBN 978-7-302-31955-9

29 液压与气压传动 苏州大学
石世宏
盛小明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3-040401-5

30 机械原理MATLAB辅助分析 江苏科技大学
李滨城
徐超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10596-7

31 木家具制造工艺学（第二版） 南京林业大学 吴智慧 本科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5038-6830-6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32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三
版）

南京工程学院
屈华昌
吴梦陵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3版 ISBN 978-7-04-040105-9

33 有限元法基本原理及应用 常州工学院 尹飞鸿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4-029098-1

34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徐州工程学院
李菊丽
何绍华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1-22010-8

35 复合材料原理 南京理工大学 朱和国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8-08816-8

36 金属材料学（第二版） 江苏大学
戴起勋
袁志钟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122-12537-8

37 电机学（第三版） 东南大学

胡敏强
黄学良
黄允凯
徐志科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年7月第3版 ISBN 978-7-5123-5763-1

38 电机原理及拖动基础（第三版） 中国矿业大学 邓先明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3版 ISBN 978-7-5646-1574-1

39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 江苏大学
黄永红
项倩雯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1-35264-8

40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第二版） 南京师范大学

韦玉春
汤国安
汪闽
杨昕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第2版 ISBN 978-7-03-042282-8

41 现代气候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缪启龙
江志红
陈海山
余锦华

本科 气象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029-5141-2

42 大气科学概论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刘红年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2版 ISBN 978-7-305-11458-8

43 水利工程概论 河海大学 沈振中  本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1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084-8390-0

44 煤矿绿色开采 中国矿业大学 许家林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646-0918-4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45 机织工程（上、下册） 江南大学
高卫东
王鸿博

本科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180-0498-0
ISBN 978-7-5180-0504-8

46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王丽萍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646-1360-0

47 食品化学 江南大学
江波

杨瑞金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019-2554-4

48 食品标准与法规（第二版） 南京财经大学 胡秋辉 本科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3年9月第2版 ISBN 978-7-5026-3705-7

49 食品机械与设备 徐州工程学院 李勇 本科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45-0589-9

50 消防科学与工程设计 常州大学 邢志祥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第1版 ISBN 978-7-302-35075-0

51 发酵工程 江南大学 徐岩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29-3

52 生物分离原理及技术（第二版） 南京工业大学
欧阳平凯
胡永红
姚忠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年3月第2版 ISBN 978-7-122-07653-3

53 植物保护通论（第2版） 南京农业大学 韩召军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35522-2

54 作物育种学实验技术 南京农业大学 洪德林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3-028245-3

55 无土栽培学（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郭世荣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6月第2版 ISBN 978-7-109-16462-8

56 农业植物病理学（第四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高学文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7月第4版 ISBN 978-7-109-20197-2

57 植物学（第2版） 南京林业大学 方炎明 本科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038-8056-8

58 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 南京林业大学 王良桂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ISBN 978-7-5641-1998-0

59 动物生物化学（第五版） 南京农业大学 邹思湘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3月第5版 ISBN 978-7-109-16962-3

60 兽医微生物学（第五版） 南京农业大学 陆承平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1月第5版 ISBN 978-7-109-17286-9

61 医学寄生虫学（第2版） 南京医科大学 王勇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40430-2

62 生理学（第3版） 南通大学 邱一华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3版 ISBN 978-7-03-036286-5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63 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二版） 南通大学
王晓冬
陈永珍
祝辉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2版 ISBN 978-7-03-037427-1

64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2版·案例
版）

徐州医科大学 蔡绍京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3-033083-3

65 眼科学（第2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管怀进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2版 ISBN 978-7-03-037680-0

66 医学免疫学（第2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高晓明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29770-6

67 中医儿科学（第2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 叶进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2月第2版 ISBN 978-7-04-044254-0

68 药物化学（第三版） 中国药科大学 尤启冬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1月第3版 ISBN 978-7-122-24850-3

69 国际药事法规 中国药科大学 陈永法 本科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067-5209-1

70 人体解剖生理学（第2版） 中国药科大学 郭青龙 本科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067-7398-0

71 中药药理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陆茵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17-15826-8

72 中药炮制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陆兔林 本科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067-6778-1

73 儿科护理学（第5版） 南京医科大学 崔焱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年9月第5版 ISBN 978-7-117-16008-7

74 有机化学（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杨红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3版 ISBN 978-7-109-17277-7

75 化工计算与软件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包宗宏
武文良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16677-7

76
化工单元操作及设备课程设计——
板式精馏塔的设计

扬州大学 许文林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ISBN 978-7-03-037511-7

77 化工原理实验（第三版） 常州大学 马江权 本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第3版 ISBN 978-7-5628-4685-7

78 制药工程基础与专业实验 淮阴工学院 吴洁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3742-6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79 化工原理（第3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钟秦
陈迁乔
王娟

曲虹霞
马卫华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年8月第3版 ISBN 978-7-118-08955-4

80 中国古代音乐史 南京师范大学 徐元勇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41-5390-8

81 人物画-线之解析 南京艺术学院 束新水 本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499-1300-8

82 新大学基础摄影教程 扬州大学 范文霈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5097-2734-8

83 环境中的设施设计 江南大学
张凌浩
陈旻瑾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12-13257-7

84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南京大学 胡大平 本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3-11136-7

85 运动技能学导论 苏州大学 宋元平 本科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672-1413-2

86
中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探骊及其当
代转化

南京体育学院 支川 本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05-6089-2

87 中国新文学史（上、下册） 南京大学 丁帆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
ISBN 978-7-04-037035-5
ISBN 978-7-04-037076-8

88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
（六卷）

南京师范大学 郁贤皓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42715-8

89 秘书写作 扬州大学 柳宏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2598-0

90
中国古代文学（上下册）、中国古
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册）

南通大学
周建忠
郭兴良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第3版

ISBN 978-7-04-025452-5
ISBN 978-7-04-025453-2
ISBN 978-7-04-025743-4
ISBN 978-7-04-025744-1

91
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第三版）
（1-4册）

东南大学 李霄翔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第3版

ISBN 978-7-04-035913-8
ISBN 978-7-04-036066-0
ISBN 978-7-04-036057-8
ISBN 978-7-04-036122-3

92 英语语言学实用教程 南京大学 陈新仁 本科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校订版
ISBN 978-7-81090-821-4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93 大学英语长篇阅读（1-4册） 南京林业大学 肖飞 本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5135-6431-1
ISBN 978-7-5135-6432-8
ISBN 978-7-5135-6433-5
ISBN 978-7-5135-6430-4

94 新闻理论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 骆正林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1-16384-9

95 运筹学（第三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耀国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5年6月第3版 ISBN 978-7-03-044895-8

96 管理学原理：领域、层次与过程 南京林业大学 张智光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第2版 ISBN 978-7-302-23555-2

97 管理信息系统教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曹杰

朱晓东
周素萍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第1版 ISBN 978-7-03-033219-6

98 管理信息系统 南京审计大学
庄玉良
贺超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1-35417-8

99
管理会计：理论·模型·案例（第
2版）

南京理工大学 温素彬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6月第2版 ISBN 978-7-111-46850-9

100 市场营销学（第二版） 南京师范大学
李晏墅
李金生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9月第2版 ISBN 978-7-04-043244-2

101 管理学—创业视角 江苏大学 梅强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12033-5

102 财务管理（第四版） 南京财经大学 王玉春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4版 ISBN 978-7-305-05310-8

103 财务管理 常州大学
王卫星
赵红梅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5621-2

104 现代企业财务审计（第三版） 南京审计大学
王会金
顾正娣
王素梅

本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3月第3版 ISBN 978-7-5095-2080-2

105 内部审计学 南京审计大学 时现 本科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2年8月第2版 ISBN 978-7-5119-1244-2

106 会计学基础（第三版） 金陵科技学院 葛军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3版 ISBN 978-7-03-035467-9

107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徐州工程学院
赵红梅
成兵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1-20042-1

108 消费者行为学 盐城工学院  肖立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55-0057-2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09 初级会计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
院

李长青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1版 ISBN 978-7-04-037465-0

110 土地法学（第三版） 南京农业大学
陈利根
陈会广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年8月第3版 ISBN 978-7-109-20728-8

111 经济管理信息的检索与利用 南京财经大学 李树青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02-41356-1

112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东南大学
赵林度
王海燕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3-030287-8

113 质量与可靠性管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方志耕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3-030159-8

114 产业经济学 南京大学 刘志彪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 ISBN 978-7-111-49568-0

115 资源经济学（第二版） 南京大学 黄贤金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305-07969-6

116
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EViews应
用

南京财经大学

郭存芝
杜延军
李春吉
王万珺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3-036084-7

117 通信经济学（第2版） 南京邮电大学
储成祥
张玉梅
张振亮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2月第2版 ISBN 978-7-115-37805-7

118 财政审计学、财政审计教学案例 南京审计大学
裴育

欧阳华生
本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141-2989-2
ISBN 978-7-5141-3126-0

119 金融学（第2版） 南京财经大学 卞志村 本科 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第2版 ISBN 978-7-01-013158-0

120 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管理 南京审计大学 蔡则祥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43262-6

121 国际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 张为付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40795-2

122 工程法学 东南大学 周佑勇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300-12727-9

123 经济犯罪调查 南京审计大学
刘爱龙
卢小毛

本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095-2942-3

124 农业政策学（第二版） 南京农业大学 钟甫宁 本科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4月第2版 ISBN 978-7-109-15618-0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25 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 南京师范大学
李艺

朱彩兰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 ISBN 978-7-04-030315-5

12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矿业大学
段鑫星
赵玲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3版 ISBN 978-7-03-046562-7

127 现代教育技术（第2版） 江苏师范大学 陈琳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第2版 ISBN 978-7-04-040759-4

128 心理学基础—青少年发展与学习 南通大学 邓宏宝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3-035094-7

129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淮阴师范学院 何杰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15816-2

130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与玩教具制作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杨枫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6月第2版 ISBN 978-7-04-037165-9

131
特殊儿童教育诊断与评估（第二
版）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王辉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2版 ISBN 978-7-305-15762-2

132 简明线性代数 苏州大学
游宏
顾燕

本科 科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03-044308-3

13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扬州大学 宗序平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月第3版 ISBN 978-7-111-32710-3

134 线性代数 常州大学
徐明华
赵志新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4-033798-3

135 数学教学论引导 盐城师范学院 刘耀斌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305-07883-5

136 特殊儿童发展与学习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刘新学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2月第1版 ISBN 978-7-04-041049-5

137 操作系统教程（第5版） 南京大学 骆斌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2月第5版 ISBN 978-7-04-039250-0

138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第2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维华 本科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第2版 ISBN 978-7-5635-2226-2

139 SOC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江苏大学 鲍可进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第1版 ISBN 987-7-302-23131-8

140 计算机网络 南京邮电大学 杨庚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4-028473-7

141
Java EE项目实训教材-MVC框架技
术应用

南京晓庄学院
杨种学
王小正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305-10935-5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42
计算机系统安全原理与技术（第3
版）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陈波
于泠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5月第3版 ISBN 978-7-111-40967-0

143 计算机导论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
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
会

刘金岭
宗慧

肖绍章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15-35984-1

14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第三版） 南京大学 桑志芹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第3版 ISBN 978-7-305-16919-9

145 中学教育心理学 江苏师范大学 李梅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5-12897-4

146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 扬州大学 李仪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4-036344-9

147
江苏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系
列配套教材（共13册）

计算机等级考试指导委员
会

王友国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41837-8
ISBN 978-7-04-042004-3
ISBN 978-7-04-039847-2
ISBN 978-7-04-040606-1
ISBN 978-7-04-039848-9
ISBN 978-7-04-041295-6
ISBN 978-7-04-046280-7
ISBN 978-7-04-046502-0
ISBN 978-7-04-042837-7
ISBN 978-7-04-042838-4
ISBN 978-7-04-043345-6
ISBN 978-7-04-044829-0
ISBN 978-7-04-044830-6

148 证券投资实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星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04-038766-7

149 会计职业基础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程淮中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40337-4

150 财务会计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卫平
李坤

高职高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0-20439-0

151 连锁企业品类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卫华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2版 ISBN 978-7-04-040834-8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52 市场营销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居长志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4版 ISBN 978-7-04-038868-8

153 商务礼仪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汉文
张云河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04-043848-2

154 网站运营数据分析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闵敏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4-042146-0

155 “互联网+”创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洪贵 高职高专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

2015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304-07438-8

156 客户关系管理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庄小将 高职高专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041-7616-5

157 电子商务实务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桓

陈德阳
高职高专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2-22674-1

158 外贸单证实务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吕亚君
林榕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5-08228-3

159 仓储与配送管理实务 南通职业大学 季敏 高职高专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ISBN 978-7-301-18989-4

160 旅游学概论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方法林
金丽娇

高职高专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6年8月第3版 ISBN 978-7-5499-3105-7

161 客房服务与管理事务（第2版）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汝勇健 高职高专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2版 ISBN 978-7-5641-3610-9

162 食品营养与配餐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玉桓 高职高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2月第1版 ISBN 978-7-300-22212-7

163
家居装饰项目—装饰设计与表现、
材料、构造、预算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永 高职高专 知识产权出版 2011年2月第1版 ISBN 978-7-5130-0310-0

164 应用高等数学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沈跃云
马怀远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1月第2版 ISBN 978-7-04-039307-1

165 学前教育现代教育技术教程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佟元之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5-15395-2

166 高等数学（上、下册）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骈俊生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04-034660-2
ISBN 978-7-04-034850-7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67 应用数学（上、下册）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朱翔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4-041125-6
ISBN 978-7-04-042075-3

16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项目化教程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虹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ISBN 978-7-305-14755-5

169 高职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扬州市职业大学
陈亚鸿
沈新华
陆亚玲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2版 ISBN 978-7-305-14457-8

170 建筑识图与绘图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孙秋荣 高职高专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2版 ISBN 978-7-112-17867-4

171
建筑工程概预算——工程量清单计
价(第二版)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蒋红焰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1月第2版 ISBN 987-7-122-06734-0

172 混凝土结构及其施工图识读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凤翰 高职高专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版 ISBN 978-7-5640-6034-3

173 基础工程（第2版） 扬州市职业大学 吕凡任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6月第2版 ISBN 978-7-111-49625-0

174 楼宇智能化系统与技能实训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小明 高职高专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年5月第1版 ISBN 978-7-112-13173-0

175 加工中心编程与操作项目教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俊
成立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1-42675-2

176 机电设备维护与管理（第二版）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黄伟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年9月第1版 ISBN 987-7-118-07707-0

177 PLC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柏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1月第1版 ISBN 978-7-04-038616-5

178 液压与气动技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吴振芳 高职高专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646-2002-8

179 电机与电气控制（第二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钟 高职高专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

2014年4月第2版 ISBN 978-7-5167-0657-2

180 船舶技术设计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蔡厚平
杨海燕

高职高专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5661-0533-2



教材适用
类型

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81 接触网维护与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宋奇吼
陈劲草

高职高专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13-19853-4

182 汽车车身电气系统检修（第2版）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程丽群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年3月第2版 ISBN 978-7-118-09993-5

183 GMDSS通信业务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谷溪

任云烨
高职高专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632-2862-1

184 船舶柴油机结构与维修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周卫杰 高职高专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81121-370-6

185 蔬菜生产技术（第二版）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素娟 高职高专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2版 ISBN 978-7-5672-1498-9

186 动物遗传繁育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丁威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年6月第1版 ISBN 978-7-109-13682-3

187 动物防疫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胡新岗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09-17493-1

188 宠物疫病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羊建平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ISBN 978-7-109-17500-6

189 仪器分析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于晓萍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17544-1

190 纺纱工艺设计与实施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冶 高职高专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81111-904-6

191 纺织工艺设备实训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陶建勤
陈锡勇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 ISBN 978-7-122-20639-8

192 新型纱线产品开发与创新设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圣忠
赵菊梅

高职高专 学林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1版 ISBN 978-7-5486-0422-8

193 针织服装设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秦晓
朱琪

吴益峰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年4月第1版 ISBN 978-7-5669-0485-0

194 微生物应用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万洪善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 ISBN 978-7-122-16453-7



教材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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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版次 标准书号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195 电子测量与仪器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璟
金薇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年9月第1版 ISBN 978-7-121-26100-8

196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刚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ISBN 978-7-04-037269-4

197 Android项目驱动式开发教程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刘正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 ISBN 978-7-111-46216-3

198 数据库应用项目化教程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振坤
沈雯漪

高职高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13年3月第1版 ISBN 978-7-5606-3019-9

199 路由交换技术及应用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秀英 高职高专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1月第2版 ISBN 978-7-115-36244-5

200 护理应用生理学（第3版）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轶 高职高专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3版 ISBN 978-7-117-19689-5

201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杨朝晔 高职高专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12年9月第1版 ISBN 978-7-5345-9446-5



1 数字电路与系统 东南大学 李文渊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搭建你的数字积木-数字系统与
Verilog HDL设计入门教程

东南大学
汤勇明
张圣清
陆佳华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光电技术综合实验教程 江苏师范大学
刘莹

薛国刚
本科 科学出版社

4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淮阴工学院 张宇林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5 现代控制理论 江南大学 丁锋 本科 科学出版社

6 计算机控制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陈红卫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7 运动控制系统 南京工程学院 李宁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8
面向大土木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原
理

东南大学 邱洪兴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土木类大学生创新实践与学科竞
赛进阶教程

河海大学 沈扬 本科 科学出版社

10 城市隧道盾构法施工技术 南京林业大学 杨平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1 钢结构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于安林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2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常州工学院
朱建群
李明东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3 建设工程经济 徐州工程学院 姜慧 本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4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南京工业大学 徐敬海 本科 科学出版社

15 航空复合材料及其力学分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崔海涛
孙志刚

本科 科学出版社

16 装甲车辆总体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 张相炎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17 工科基础物理学 东南大学
董科

周雨青
张玉萍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18 塑性力学 河海大学 黄文雄 本科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 流体力学基础(双语教材) 南京工业大学 周剑锋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
现代制造企业产品开发平台工程
创新实践(基础篇、高级篇、项目
篇)

南京理工大学 徐建成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 汽车底盘拆装与创新思维训练 南京林业大学 郑燕萍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2 数控原理及控制系统 淮海工学院
陈书法
周庆贵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 江苏理工学院
周金宇
朱福先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淮阴工学院 汪通悦 本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5 机构设计与运动仿真实践教程 盐城工学院 周海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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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二级类按教材高校类别排序。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26 信息通信网络概论 东南大学 陈熙源 本科 国防工业出版社

27 LabVIEW编程与项目开发实用教程 常熟理工学院 陈飞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8 纳米材料专业实验 苏州大学
邵名望
马艳芸

本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9 材料物理双语教程 南京邮电大学
密保秀
高志强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30 航空电机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闯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1
基于MATLAB的电气控制系统图形
化仿真技术

淮海工学院 周渊深 本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32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其接口技术 常州工学院 李蓓 本科 机械工业出版社

33 电气控制技术与PLC 淮阴工学院 倪伟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4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与仿真教
程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张永宏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35 大气物理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银燕 本科 气象出版社

36 农业气象学原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申双和
景元书

本科 气象出版社

37 海洋环境立体监测与评价 淮海工学院 焦明连 本科 海洋出版社

38 基础地球化学 南京大学 李高军 本科 科学出版社

39 爆破与井巷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张农

李桂臣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40 织物组织学 苏州大学 王国和 本科 中国纺织出版社

41 林产化学工艺学 南京林业大学 左宋林 本科 中国林业出版社

42 生物化学 江南大学 王淼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43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江苏大学 邹小波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44 安全工程学原理 南京工业大学 王志荣 本科 中国石化出版社

45 生物工艺学 江南大学 堵国成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46 植物组织培养与生物技术 南京农业大学 陈劲枫 本科 科学出版社

47 动物生理学网络课程 扬州大学 张汤杰 本科 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

48 临床思维导引 南京医科大学
王锦帆
许迪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49 医学生临床实践技能培训教程 徐州医科大学 蔡红星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50
口腔医学临床核心技能可视化教
程

南京医科大学 王林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51 流行病学（英文版） 南京医科大学 沈洪兵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52 卫生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 田侃 本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53 中药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唐德才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54 案例药理学 苏州大学
镇学初
林芳

本科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55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江苏大学 邵世和 本科 科学出版社

56 应用分析化学实验 江苏师范大学 李亮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57 生物资源学导论 南京工业大学 陈集双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58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郭军 本科 科学出版社

59 基础生物学实验（微生物） 淮阴师范学院
王新风
宦海霞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60 现代化工实训 盐城师范学院
陶建清
施卫忠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61 化工原理实验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居沈贵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62 艺术导论 东南大学 王廷信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63 中外音乐教育简史 南京艺术学院 冯效刚 本科 苏州大学出版社

64 广播电视编导概论 淮阴师范学院 柳邦坤 本科 武汉大学出版社

65 中国古代设计经典论著选读 南京艺术学院 夏燕靖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6 形态构成 盐城工学院 张军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67 景观设计手绘表现技法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高祥生 本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8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 南京大学 蔡仲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69 运动生物力学实验教程 南京体育学院 宋雅伟 本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

70 体育社会学 盐城师范学院 戴俊 本科 吉林大学出版社

71 中国现当代诗歌经典作品精讲 江苏师范大学
黄德志
王艳芳

本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72 网络语言学教程 江苏师范大学 林纲 本科 科学出版社

73 新编大学实用写作教程 淮阴师范学院 李相银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74 文学史学 泰州学院 温潘亚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75 英语口语新教程:成功交流 苏州大学
孙倚娜
黄婷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76
高级学术交流英语教程（上、
下）

扬州大学 俞洪亮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77 英语阅读教程 盐城师范学院 薛家宝 本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8 高级会计学 中国矿业大学 孙自愿 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79 会计学 南京财经大学 王开田 本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80 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忠明 本科 气象出版社

81 电子商务基础教程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徐宏峰
孙伟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82 发展经济学 南京大学 洪银兴 本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83 统计咨询——应用案例 南京财经大学
王庚
王芳
詹鹏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84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国
际结算）

南京理工大学 尤宏兵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85 新编行政诉讼法学 河海大学 王春业 本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6 宪法学原理 南京师范大学 季金华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8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盐城师范学院
刘德林
黄利秀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88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南京师范大学 刘晶波 本科 人民教育出版社

89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论新编 江苏师范大学
陈美兰
李晓东

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90 小学课程设计与评价 淮阴师范学院
顾书明
罗刚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1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南京晓庄学院 袁宗金 本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2 实验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邓铸 本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3 射频识别技术与应用 江南大学 孙子文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4 IA-32汇编语言 苏州大学 杨季文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95 软件系统分析与体系结构设计 苏州大学
刘全
杨洋

本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96 数据结构 江苏理工学院

叶飞跃
朱广萍
柳益君
李红卫

本科 科学出版社

97
软件系统测试分析与设计析与设
计

金陵科技学院 曾岳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98 数据结构（C语言）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王海艳 本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

99 智慧城市概论 东南大学 黄卫 本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

100 生态文明导论 南京农业大学 胡锋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1
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
践

盐城师范学院 戴斌荣 本科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2 阅读与写作 盐城师范学院
陈义海
李尧

本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3 ERP供应链管理实务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谈先球 高职高专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04 物流信息技术实务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笪旦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5 现代酒店专项技能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瞿立新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6 刺绣艺术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钱雪梅
龚建培

高职高专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107 产品设计方法与案例解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李程 高职高专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08 传统紫砂工艺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蒋雍君 高职高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9 速写艺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张川 高职高专 辽宁美术出版社

110 高职英语应用文写作项目化教程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莫国辉 高职高专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11 应用物理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许雪芬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2 职场安全与健康教育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吴访升
陈川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3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刘明生 高职高专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4 农业环境保护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根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115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施工与运维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詹新生
张江伟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6 Auto CAD绘制建筑施工图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徐桂明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7 平法三维识图与钢筋抽样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华玮 高职高专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18 水利工程经济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张子贤 高职高专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19 塑料模设计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春艳
陈国亮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0 机械制造工艺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道林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1
金属熔焊工艺与压力容器管道焊
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朱国宝
王悦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22 机械制造工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邹晔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3 金属材料焊接工艺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保国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4 机械零件数控综合加工案例教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褚守云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5 多工位级进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南通职业大学 郭光宜 高职高专 国防工业出版社

126 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 沙洲职业工学院 张福荣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7 PLC应用与实践教程（三菱）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温贻芳
李洪群
王月芹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8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许文稼
张飞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9 模拟电子技术项目教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庄丽娟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0 电工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曹建林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号 教材名称 推荐单位 主编姓名
教材适用

类型
拟出版社

131 铁路货物运输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邓永贵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32 航海气象观测与分析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玲 高职高专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33 无土栽培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颜志明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134
园林规划设计（中高职衔接一体
化教材）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军 高职高专 中国农业出版社

135 新型环保涂料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仓理

徐翠香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36 面包生产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李红涛 高职高专 科学出版社

137 传感与智能控制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燕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宝明
张园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139 数字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燕 高职高专 高等教育出版社

140 微电子概论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
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
委员会

肖国玲 高职高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141 Android应用开发基础实战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贤锋
孙华林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2 STC系列单片机项目实践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聂章龙 高职高专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3 服务器安全配置与管理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永
米洪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144 嵌入式linux应用与开发实践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平震宇 高职高专 电子工业出版社

145 嵌入式应用基础实践教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杨晔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46 基础药学服务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向敏

缪丽燕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47 药物分析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林锐

裘兰兰
高职高专 化学工业出版社

148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言枫 高职高专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