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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文件 
 

南理工教〔2018〕298 号  

 

关于公布南京理工大学2018年度校级 
规划教材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南京理工大学教材建设工作管理规定》（南理工

教〔2018〕234号）和《关于启动南京理工大学2018年度校

级规划教材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南理工教〔2018〕231

号）文件精神，经教师申报、单位推荐、学校组织评审等程

序，根据申报教材的特色与定位、编写进度以及国家相关政

策等综合评价，确定37部教材为本批次校级规划立项教材，

其中重点立项9部、一般立项28部（见附件）。 

本批次立项教材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开出版。

学校设有教材建设经费支持校级立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各

单位应结合2018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材建设规划，建

立完善的教材编写和选用机制，确保教材编写质量。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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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京理工大学 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立项名单 

 

 

南京理工大学   

2018 年 6月 21日 

 

 

 

 

 

 

 

 

 

 

 

 

 

 

 

 

 

 

 

 

 

南京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年 6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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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理工大学 2018 年度校级规划教材立项名单 

序号 单位 教材名称 主编 
新编/

修订 
立项级别 

1 机械工程学院 装甲车辆武器设计 张相炎 新编 重点  

2 机械工程学院 引信系统信息处理与控制技术 黄学功 新编 一般 

3 机械工程学院 火箭武器系统优化设计方法 任  杰 新编 一般 

4 机械工程学院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具综合应用实验指导书 黄新燕 新编 一般 

5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专业导论  张相炎 新编 一般 

6 化工学院 火药制造流变学 邓汉成 新编 重点 

7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第三版） 贾红兵 修订 重点 

8 化工学院 氟技术原理及其在催化中的应用 蔡  春 新编 一般 

9 化工学院 高分子化学导读与题解（第三版） 贾红兵 修订 一般 

10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C++程序设计教程（第三版） 朱  红 修订 一般 

11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现代移动通信网络与系统 叶芝慧 新编 一般 

1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第 2 版） 张  琨 修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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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学计算机  宋  斌 新编 一般 

1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Security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Big Data 李千目 新编 一般 

15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会计实训：基于 Excel 的仿真建模 温素彬 新编 重点 

16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第 3 版） 阎志军 修订 重点 

17 经济管理学院 中级财务会计 廉春慧 新编 一般 

18 经济管理学院 质量管理学（第 2 版） 马义中 修订 一般 

19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第 2 版） 杜玉兰 修订 一般 

20 经济管理学院 成本会计（第 3 版） 唐婉虹 修订 一般 

21 经济管理学院 审计学（第 3 版） 韩晓梅 修订 一般 

2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海上风电工程理论与技术 邱颖宁 新编 一般 

2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制导弹箭气动布局设计 陈少松 新编 一般 

2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概念武器发射原理（第 2 版） 陆  欣 修订 一般 

25 理学院 数学实验与数学软件 许春根 新编 重点 

26 理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英) 徐永祥 新编 一般 

27 理学院 工程力学实验（第 2 版） 
徐志洪 

董雪花 
修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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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外国语学院 中日文化交流史•近现代卷 张  楠 新编 一般 

29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行政（第 2 版） 张  曙 修订 一般 

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研究与测试方法（第 4 版） 朱和国 修订 重点 

31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分镜台本设计（第 2 版） 高宝宝 修订 一般 

32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产品设计入门 姜  霖 新编 一般 

33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交通工具模型（实验类） 刘  华 新编 一般 

34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插画设计 邵  宁 新编 一般 

35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室内设计表现技法 徐  伟 新编 一般 

36 工程训练中心 工程文化 
徐建成

申小平 
新编 一般 

37 学生工作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陈岩松 新编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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