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第三届中国轻工业优秀教材获奖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层次 出版社 获奖情况

1 包装材料学（第二版）
王建清、陈金

周

天津科技大学/郑州大

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2
现代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技术（第二版）

刘慧 北京农学院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3
油料科学原理（第二
版）

王兴国 江南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4
典型自动化生产线的组
装

冯强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
校

中职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等奖

5 食品分析（第三版）
王永华、戚穗
坚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6
焙烤食品生产（第二

版）
田晓玲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7 现代物流装备与技术 缪兴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等奖

8 油脂工厂设计 何东平 武汉轻工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9 食品包装学 李良 东北农业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10 焙烤工艺实训教程 张冬梅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高职 科学出版社 一等奖

11
创意包装设计（升级

版）
魏洁 江南大学 本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等奖

12 合成革化学品 强涛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等奖

13 质量管理学实战教程 唐先德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14
表面活性剂、胶体与界
面化学 实验

刘雪锋 江南大学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15 园林植物栽培技术 李永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16 外贸单证实务 广银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17
电路电子技术实验与实
训

党宏社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18 食品专用油脂 刘元法 江南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19 食品营养与安全 顾金兰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
校

中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20
管理科学研究模型与方
法

张浩 北京工商大学 本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21 产品项目设计 桂元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安徽美术出版社 二等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层次 出版社 获奖情况

22 国际商务单证实务 许晓冬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二等奖

23
制浆造纸污染控制（第

二版）
韩颖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24 生物制药学 余蓉、郭刚
四川大学  第三军医
大学

本科 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25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姜余梅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26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严晓玲、牛红
云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27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第
二版）

陈平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商贸学校）

中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28 书籍装帧设计 王禹、范娟
大连艺术学院/四川科

技职业学院
本科 江西美术出版社 二等奖

29
广告策划与媒体创意
（修订版）

王艺湘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

30 商业展示设计
尹杨坚、徐士
福、陈加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

31 设计思维方法与表达 朱书华、陈网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安徽美术出版社 三等奖

32
涉外商务接待（修订
版）

陈昕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

33 包装工艺与设备 刘安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34 油脂精炼工艺学 罗质 武汉轻工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35 食品添加剂（第四版） 彭珊珊 韶关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36
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
（第二版）

姚勇芳、司徒
满泉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

37 分析化学 李晓莉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
技术学校

中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38 会展展示设计 尹铂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三等奖

39
纺织CAD/CAM技术（第
二版）

李竹君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

三等奖

40 会计基础 周兵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41
过程流体机械（第二
版）

康勇、李桂水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大学

本科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42 茶叶生物技术 李远华 武夷学院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43
动植物检验检疫学（第

二版）
余以刚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层次 出版社 获奖情况

44 营养与配餐 贾君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等奖

45 版式设计 王禹、周爽 大连艺术学院 本科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三等奖

46 国际结算 曹志鹏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

47 旅游政策与法规基础 梁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48 会展项目管理 何焱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49
智能化仪器原理及应用
（第三版）

曹建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优秀奖

50 生物化学 王永敏、姜华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1 案例式食品安全教程 赵笑虹 秦皇岛市卫生学校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2 养禽与禽病防治 李雪梅、文平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3 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 黄雄志、刘敏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4 茶叶营养与功能 杨晓萍 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5 食品营养与健康 浮吟梅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6 食品分析与检测技术 张金彩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
校

中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57
AutoCAD室内装饰施工
图教程

张付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

高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秀奖



附件2          中国轻工业“十三五”规划教材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 造纸原理与工程（第四版） 何北海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2 聚合物流变学及其应用
陈晋南、何吉
宇

北京理工大学 本科 新编

3 鞋类效果图技法 姚云鹤 四川大学 本科 新编

4 茶学综合实验 李远华 武夷学院 本科 新编

5 模具制造技术 田普建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6 植物纤维化学（第五版） 裴继诚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7
聚合物科学与工程导论（第
二版）[英汉双语]

揣成智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8
现代人造革/合成革制造技
术

陈意、范浩军
、颜俊

四川大学 本科 新编

9
轻化工过程自动化与信息化

（第三版）
刘焕彬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10 绿色包装印刷 邢洁芳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1 实木家具制造技术 王明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12 陶瓷工艺技术 陆小荣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3
水盐体系相图及应用（第二
版）

邓天龙、周桓
、陈侠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4 酒与酒文化
徐兴海、周全

霞、胡付照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5 食用菌栽培与加工技术
郝涤非、许俊
齐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16 基础化学（第二版） 刘丹赤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17 食品机械与设备（第二版）
刘东红、崔建
云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18 食品营养分析实验与技术 乐国伟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9 饮料生产工艺学 高彦祥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20 食品添加剂（第二版） 孙平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21 食品卫生学（第二版） 纵伟、郑坚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22 果蔬加工工艺学
孟宪军、乔旭
光

沈阳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23 食品安全保藏学（第三版）
罗安伟、刘兴
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24 食品营养学 吴朝霞 沈阳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25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苏来金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26 艺术设计学导论（第二版） 唐济川、郑艳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27 招贴设计
侯锐淼、林斌
、王晓俊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本科 新编

28 针织服装设计与技术 潘早霞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29 跨国经营与管理（第三版） 朱晋伟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30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理论与
实务

陈晓暾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31 商务应用文写作
申作兰、彭文

艳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32 统计学基础 赵爱威、陈行 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33
经济法基础与实务（第三
版）

张良、刘霖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34 会计核算基础实务 马秀丽、李洁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35 机械制图及计算机绘图 郭青、王欣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36 加工纸与特种纸 张美云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37 家具史（第二版） 陈于书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修订

38 物理化学实验
顾文秀、高海
燕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39
高分子专业加工工程专业实
验

邬素华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40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 宁青菊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41 无机及分析化学 李运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42 数字出版（第二版） 司占军、顾翀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43 新能源专业实验与实践教程 常启兵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44
Technology of packaging 
printing and postpress

张改梅 北京印刷学院 本科 新编

45 包装概论（第二版） 蔡惠平 北京印刷学院 本科 修订

46 矿物学 陈平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47 化妆品原料学 宋晓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 新编

48 复合材料：案例式 常启兵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49 数字媒体技术
司占军、贾兆
阳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50 高分子材料加工（第三版） 温变英 北京工商大学 本科 修订

51 印刷色彩基础与实务 吴欣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中职 修订

5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第三
版）

商少明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53 生物工程设备（第三版）
朱明军、梁世
中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54 生化分离技术 牛红军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55
药品营销原理与实务（第三
版）

章蓉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56 简明食品毒理学 王周平、孙震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57 功能食品教程（第二版） 陈文 北京联合大学 本科 修订

58 水产品加工学（第二版） 彭增起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59 食品文化概论 李文钊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60 食品添加剂（第二版） 高彦祥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61 食品发酵技术
孙勇民、殷海
松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62 焙烤工艺技术 魏玮、王立晖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63 室内环境设计（第2版）
王东辉、李健

华、邓琛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64 版式设计（第二版） 张爱民 河北师范大学 本科 修订

65 陶艺基础（第2版）
刘木森、谢如
红、张花东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66 景观设计（第二版） 曹福存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67 包装设计与制作（第二版） 王安霞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68 文创开发与设计 王俊涛、肖慧
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胜利学院
本科 新编

69 建筑模型设计（第2版） 郁有西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70 UI设计 肖勇、杜治方 中央美术学院 本科 新编

71 美术概论（第三版） 陈美渝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
院

本科 修订

72 服装设计（第二版） 杨永庆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73 服饰配件制作工艺 高岩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74 商品学 王海刚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75 商务英语口语 王坤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76 统计学—基于R软件应用 王化中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77 经济数学—微积分 白云霄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78 跨境电商实务 刘钧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79 国际商法 曾黎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80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刘忠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81 材料成型机械与设备 葛正浩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82 包装生产线设备安装与维护 刘安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83 动物机能学实验指导 张福梅 西北民族大学 本科 新编

84 生物工艺学 贺小贤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85 环境生态与健康 李桂菊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86 微生物学基础 赵金海 河南省轻工业学校 中职 修订

87 食品工艺学 李汴生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新编

88 食品安全学（第二版） 王际辉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89 生物化学 王永敏、姜华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90 食品感官评价 卫晓怡 上海商学院 本科 新编

91 焙烤食品工艺学（第三版）
李里特、江正
强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92 食品酶工程
王永华、宋丽
军

华南理工大学/塔里木大
学

本科 新编

93 茶学专业英语
张正竹、李大
祥

安徽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94 食品物性学
张志健、秦礼
康

陕西理工大学/贵州大学 本科 新编

95 食品微生物学 陈忠军 内蒙古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96 农产品检测技术 项铁男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97 果蔬加工技术（第二版） 王丽琼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高职 修订

98 兽医基础 刘山辉 辽宁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99 食品加工技术概论 顾金兰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 中职 新编

100 产品形态设计
李西运、于心

亭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01 色彩静物—创意与表现 李宗源 山东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02 商业展示空间设计 李远、白月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女子
学院

本科 新编

103 书籍装帧设计 李慧媛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04 服饰图案设计艺术 李骏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105 艺术插画设计与绘制
林斌、侯锐淼

、常学颖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06 创意服装设计 陈珊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07 纸盒结构设计 王可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08
产品设计手板模型制作案例
解析

李程、李汾娟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109
大学生创业学—基于创新性
的创业指导

石乘齐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10 统计学—原理及应用 孟泽云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11 商务谈判英语 袁晖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112 服务设计与文旅创新 何焱、程时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13 自动机械设计 张彩丽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14 物联网通信技术
张翼英、史艳
翠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15
EDA技术基础教程（Verilog 
HDL）

张俊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16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党宏社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17 颜色科学与技术 林茂海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
本科 新编

118 家具与家居Vray渲染 陈惠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19 家具设计手绘表现技法 潘速圆、陈卓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20 造纸化学品技术 颜进华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121 食品微生物检验（第二版） 刘斌 福建农林大学 本科 修订

122
食品试验优化设计（第二

版）
杜双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23 食品工艺学实验 丁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24 食品文化概论 庞杰 福建农林大学 本科 修订

125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实
验指导

荣瑞芬、闫文
杰

北京联合大学 本科 新编

126 功能性食品学（第三版） 郑建仙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127 茶叶商品学 张星海、刘莉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28
信息可视化展示环境与视觉
导识系统设计

王艺湘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29 装饰艺术设计
吴一源、孟光
伟

鲁迅美术学院/齐鲁工业
大学

本科 新编

130 纤维艺术设计与制作 吴一源 鲁迅美术学院 本科 新编

131 图案设计
王靓、张晓晨
、牛兆立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32
产品设计手绘型色渲染双语

版
章宇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133 科学技术简史 何迎春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34 市场调查与数据分析 王晓燕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35 软件工程技术及应用 张贤坤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36 数控加工工艺 李体仁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37 工程力学 张功学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38 茶叶质量与安全学 孙威江 福建农林大学 本科 新编

139 食品分析 孟晓 成都中医药大学 本科 新编

140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英语 王颖、蓝蔚青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上
海海洋大学

本科 新编

141 乳制品生产与检验技术 揣玉多、岳鹍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2 漆艺 于泳、朵一凡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43 3ds MAX数字动画实用教程
彭国华、陈红
娟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44 图形设计 王巍、刘芳蕾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145 现代陶瓷工艺
刘木森、冯善
鑫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46 产品设计手绘 郑铭磊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147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李普红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48 网页设计 段冉、路琳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49 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 苏静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5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
Proteus仿真技术

田志宏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51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张俊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152 工业机器人及其设计 祁广利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53 鞋靴造型设计 万蓬勃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54 鞋材与应用 卢行芳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55 食品卫生学 柳春红 华南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56
食品企业管理体系建立与认
证（第二版）

马长路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高职 修订

157 粮油食品加工技术 张海臣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58 食品加工机械 张海臣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59 运动鞋专题设计 杨志锋 泉州师范学院 本科 新编

160 玻璃包装材料生产技术 王昱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61 茶艺与茶道 丁以寿 安徽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附件4         第三批中国轻工业“十三五”规划教材立项名单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 食品工艺学 张民、陈野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2 食品分析（第四版） 王永华、戚穗坚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3 食品工程高新技术（第二版） 高福成、郑建仙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4 食品工厂设计（第二版） 何东平、雷芬芬 武汉轻工大学 本科 修订

5 皮革化工材料学 李正君、何有节 四川大学 本科 修订

6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第三
版）

张国农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7 食品毒理学 张双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本科 新编

8 食品风味化学（第二版） 王永华、戚穗坚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修订

9 机械工程导论 张彩丽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0 鞋履定制：逻辑、技术和商业模式 周晋 四川大学 本科 新编

11 皮革艺术设计与制作 王淼 北京服装学院 本科 新编

12 现代皮革工厂设计基础 张辉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3 Solidworks产品建模高级教程 易熙琼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 全屋定制家具设计 胡显宁、李金甲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5 印刷色彩应用项目化教程 李小东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6 现代食品原料学 江正强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7 生物活性物质学 郑建仙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新编

18 食品工厂设计 钱方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9 植物与植物生理 任学坤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20
中国文化概论（英文版）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郭佩英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21 过程控制工程及系统设计 胡连华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22 纤维化学与物理 程海明 四川大学 本科 修订

23 检测实验室管理（第二版） 杨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24 食品安全与检测（第二版） 车振明、黄玉坤 西华大学 本科 修订

25 饮食营养与健康 于红霞、王保珍 山东大学 本科 修订

26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汪薇、任文彬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27 饮料工艺学（第二版） 罗安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28 食品科学实验技术 敬思群 韶关学院 本科 新编

29 食品添加剂（第二版） 迟玉杰 东北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30 饮料加工技术 殷微微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31 食品应用化学 聂小伟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32 进出口报关实务（第二版） 唐卫红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3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蔺小林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34 市场营销学 张巍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35 创业者财税实务 黄道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36 日用香精调配技术（第二版） 俞根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 修订

37 眼镜结构分析 沈银焱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38
AutoCAD家具制图技巧与实例（第二
版）

张付花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修订

39 生物化学实验 饶瑜、唐洁 西华大学 本科 修订

40 保健食品GMP实施与管理 孙金才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新编

41 果蔬贮藏与加工技术 谢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42 景观艺术设计（第2版） 史明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43 新编国际贸易单证与实训教程 许晓冬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44
管理学原理与实务——创新创业融
合特色版

周小平、杨红玲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45 旅游职业礼仪 陈丽荣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46 陶瓷墙地砖工厂设计概论 杨柯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47 功能薄膜及涂层材料 黄剑锋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48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第二版） 张兴丽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49 茶艺学 黄友谊 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50 服装CAD样版创新设计 周琴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高职 新编

51 仓储配送管理 包红霞、邓春姊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52 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法 郗芙蓉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53 大数据技术导论 李桂荣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54 制浆造纸设备安装与维修 李荣刚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

本科 新编

55 包装印刷技术 霍李江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修订

56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李运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57 细胞工程 王永芬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本科 新编

58 食品物性学实验指导 栾广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59 食品毒理学 汪惠丽 合肥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60 高等数学(经济类)(上、下) 张立东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61 通关实务操作 邓志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62 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第二版） 陈宏扬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63 陶瓷工业热工过程及设备 陆琳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64
工业微生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原理与
技术

张成林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65 环境工程CAD技术 朱华清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修订

66 药品检验技术 潘莹 滨州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67 食品感官评价实验 杜双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68 天然香料工艺学 易封萍/贾卫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 新编

69 山野菜综合开发利用学 张柏林、陈玉珍 北京林业大学 本科 新编

70 食品工程伦理 钱建亚 扬州大学 本科 新编

71 分析仪器使用与维护 肖彦春、胡克伟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修订

72 数字电路原理与应用 张俊涛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73 无机及分析化学 苏秀霞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修订

74 分子生物学 郑鸣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本科 新编

75 食品贮藏保鲜与包装综合实习 杨书珍 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76 食品工艺学实验指导 胡爱军、王稳航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77 食品研究与开发 高彦祥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78 现代食品安全科学 章宇 浙江大学 本科 新编

79 基本空间设计（第二版） 刘佳、过伟敏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80 系统整合创新设计 陈香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81 创新思维与创业文化 杨丽敏、吴宝善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82 自动线控制技术 甄久军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83 工业机器人调试 李光雷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84 PLC控制技术（西门子） 冯强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 中职 新编

85 食品仪器分析 王永华 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 新编

86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刘皓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87 服装设计思维与表达 孙涛 江南大学 本科 修订

88
视觉策略助推服务设计——VI高手
之路

杨君宇、赵天娇
、张赫晨

天津大学 本科 新编

89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案例解析 李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
学院

高职 新编

90 女装版型设计 穆雪梅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修订

91
地方行业高校体育艺术课程建设与
实践——以体育舞蹈为例

李玲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92 商务数据分析 杨卫华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93 数字供应链管理实务 缪兴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94 大型活动策划与管理 范智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95 发酵食品工艺 余晓斌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96 茶艺基础与技法 单虹丽、唐茜 四川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97 标志设计 代福平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98 交叉创新设计 胡伟峰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99 空间构成设计与应用 艾翔 山东师范大学 本科 新编

100 生物化学知识清单 刘洪艳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01 白酒生产综合实训指导 辜义洪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02 食品感官评价与应用 吴敬 内蒙古农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03 食品营养学 肖功年 浙江科技学院 本科 新编

104 食品企业管理 马长路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05 农产品食品检验技术 张红梅、朱建军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06 灯具设计实践 徐清涛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07 酒类风味化学 范文来、徐岩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08 食品专业综合实验 吴正云 四川大学 本科 新编

109 版式设计 郭玉川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 新编

110 服装立体裁剪实例 刘怡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11 民族服饰制版与工艺 陶婉芳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112
生物化学（第二版）同步辅导及习

解全解
姜华、王永敏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13 生物制药工艺技术 牛红军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14 乳制品工艺学 卞春 哈尔滨学院 本科 新编

115 粮油副产物加工学 汪勇 暨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16 中央厨房与餐饮食品工业化 肖岚、李燮昕 四川旅游学院 本科 新编

117 标志设计中英双语教材 王海燕 山东师范大学 本科 新编

118 整合创新设计方法 邓嵘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19 印花图案设计 余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20 数控机床机械装调技术 李文、高健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21 发酵工艺与设备 孙美玲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本科 新编

122 中学生物学实验 张峰、史远 齐鲁师范学院 本科 新编

123 版面设计 代福平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24 服装制作工艺基础 孙涛 江南大学 本科 新编

125 形象艺术设计 肖宇强 湖南女子学院 本科 新编

126 陈列店铺设计效果图（sku） 徐毅、郑瑾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27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及课程设计

指导
兰振平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28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党宏社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29 发酵工程（第二版） 韩北忠 中国农业大学 本科 修订

130 环境工程设计基础 王家宏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31 生物工程分析检验实验指导 刘功良、李南薇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新编

132 基础化学及实验 李国权、李志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新编

133 生物分离与纯化技术 徐瑞东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
院

高职 新编

134 大学物理实验数据处理与演示实验 谢宁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35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教程 牟俊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新编

136 移动应用程序快速创意开发 杨帆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编

137
Creo Parametric三维零件设计实
例教程

赵战峰、吴峥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38 物联网应用开发实训教程 吴俊强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39 酿酒化学 朱涛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0 白酒企业管理与营销 郭云霞、王琪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1 店面橱窗设计
胡少华、陈珊、
朱碧空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2 服装造型技术基础 蔡红、许家岩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编

143 服装工业制版实务 白嘉良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高职 新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