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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文件 
 

南理工教〔2017〕507 号  

 

关于公布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首批规划
教材立项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学校“十三五”教材建设规划和《关于启动南京理

工大学首批“十三五”规划教材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南

理工教〔2017〕288号）精神，经作者申报、单位推荐、学

校组织评审等程序，确定63部教材为本批次校级规划立项教

材，其中重点立项20部、一般立项43部（见附件）。 

本批次立项教材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开出版。

学校有专项建设经费给予支持。各单位应制订本单位教材建

设规划，培育下一批校级立项教材，建立教材编写全程跟踪

保障机制，确保教材质量。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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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首批立项规划教材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年 11 月 9 日   

 

 

 

 

 

 

 

 

 

 

 

 

 

 

 

 

 

南京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11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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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理工大学“十三五”首批立项规划教材 
立项类型 序号 学院(单位)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拟出版时间 类别 

重点 

1 机械工程学院 自动武器设计 王永娟 2018.12 新编 

2 机械工程学院 自动武器弹药学 吴志林 2018.12 新编 

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 范元勋 2018.03 修订 

4 机械工程学院 终点效应 黄正祥 2018.12 修订 

5 化工学院 药物合成反应简明教程 罗  军 2018.12 修订 

6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数字逻辑电路与系统设计 蒋立平 2018.12 修订 

7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路 黄锦安 2018.12 修订 

8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号与系统 钱  玲 2018.06 修订 

9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微波技术 顾继慧 2018.12 修订 

10 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策划 周小虎 2018.12 新编 

11 经济管理学院 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 丁晟春 2017.12 新编 

12 经济管理学院 战略管理（第 3版） 邵一明 2018.08 修订 

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洁净煤技术 王文举 2018.06 新编 

14 理学院 高等数学（第三版） 许春根 2018.06 修订 

15 理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王海燕 2018.01 修订 

16 理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刘力维 2018.05 修订 

17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辐射环境监测 杨  毅 2018.09 新编 

18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孙秀云 2018.12 修订 

19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告与文化传播 陈尚荣 2018.01 新编 

20 艺术与文化素质教育部 军事理论教程 
孟天财 

王文军 
2018.08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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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图形学 季春明 2018.09 新编 

2 机械工程学院 战斗部工程设计 黄正祥 2018.12 新编 

3 机械工程学院 
Machine Elements in Mechanical 

Design（英文版） 
宋梅利 2018.01 新编 

4 机械工程学院 

The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of x86 microcomputer

（英文版） 

聂伟荣 2018.08 新编 

5 机械工程学院 
Modern mechanical design Using 

Matlab（英文版） 
梁  医 2018.12 新编 

6 机械工程学院 
Fundamental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Aided Design（英文版） 
王晓沁 2018.12 新编 

7 机械工程学院 引信工程基础 马少杰 2018.11 修订 

8 机械工程学院 火箭发射系统分析 于存贵 2018.01 修订 

9 化工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实验 
徐  勇 

王新龙 
2018.01 修订 

10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数字信号处理 钱  玲 2018.07 新编 

11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宗志园 2018.12 新编 

12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无线电近程探测系统 肖泽龙 2018.03 新编 

13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学习指导与考研

辅导 
寇  戈 2018.09 新编 

14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EDA技术与实验 花汉兵 2018.12 修订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新标准 C++程序设计 严  悍 2018.06 新编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攻防技术与实践 付安民 2018.12 新编 

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离散数学 朱保平 2018.12 修订 

18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综合评价 江文奇 2018.06 新编 

19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分析：方法与案例 刘义鹃 2018.12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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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济管理学院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英文版） 宋华明 2018.12 新编 

2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弹箭发射动力学 芮筱亭 2018.01 新编 

2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燃烧污染物控制理论与技术 刘  冬 2018.12 新编 

23 自动化学院 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胡启洲 2018.12 新编 

24 理学院 工程数学 许  孟 2018.06 新编 

25 理学院 道路工程 姚  波 2018.12 新编 

26 理学院 线性代数 邱志鹏 2018.12 新编 

27 理学院 泛函分析（I） 黄振友 2018.12 新编 

2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研究与测试方法辅导、习题

与实验 
朱和国 2018.12 新编 

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刘  瑛 2018.06 新编 

30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导论 张晋华 2018.12 新编 

31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应用微生物技术 石若夫 2018.12 新编 

32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模拟与评价 黄中华 2018.12 修订 

33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全媒体时代的图形设计 王潇娴 2018.01 新编 

34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手绘与创意表达 孙辛欣 2018.11 新编 

35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环境设计概论 徐耀东 2018.12 新编 

36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计算机辅助产品造型设计与结构设计 王  展 2018.12 新编 

37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创意产品 CMF设计解析 姜  斌 2018.06 新编 

38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展示与设计实践 杨  林 2018.12 新编 

39 外国语学院 英美文化 许  明 2018.09 新编 

40 公共事务学院 社区志愿服务 李学斌 2018.01 新编 

41 知识产权学院 专利检索与分析精要 武兰芬 2018.01 新编 

42 工程训练中心 机械安全技术及应用 
徐建成 

居里锴 
2018.12 新编 

43 军工试验中心 兵器试验概论及实习指导 宗士增 2018.12 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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