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教材名称 国际标准书号ISBN 第一作者 主要编写人员 出版单位

1 常州大学 财务管理（第二版） 978-7-04-048444-1 王卫星
赵红梅、李兴尧、支雪娥、夏利华、徐光伟
、曹俊、秦少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常州大学 安全心理与行为管理(第二版) 978-7-122-27118-1 邵辉
赵庆贤、葛秀坤、邵峰、毕海普、欧红香、
邵小晗、张晓磊

化学工业出版社

3 东南大学 大学语文（全编本） 978-7-305-14945-0 王步高

徐子方、何平、张天来、邵文实、李玫、龚
玉兰、韩希明、贺仲明、鲁同群、毕宝魁、
朱丽丽、朱恒夫、张梦新、俞为民、徐同林
、彭书雄、王德保、王中忱

南京大学

4 东南大学 刑法学 978-7-301-26819-3 刘艳红
周少华、欧阳本祺、孟红、陈家林、车浩、
李川、黄明儒、李立众、杨彩霞、刘建利、
梁云宝、杨志琼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东南大学 线性代数（第二版） 978-7-03-048627-1 陈建龙 周建华、张小向、韩瑞珠、周后型 科学出版社

6 东南大学 物理学（第七版）
978-7-04-053823-6

978-7-04-053822-9
马文蔚 周雨青、解希顺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东南大学 测试技术 978-7-04-045762-9 贾民平 张洪亭、孙红春、许飞云、胡建中、陈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8 东南大学 机械设计基础（第7版） 978-7-04-053821-2 杨可桢 程光蕴、李仲生、钱瑞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东南大学 电机学（第三版） 978-7-5123-5763-1 胡敏强 黄学良、黄允凯、徐志科 中国电力出版社

10 东南大学 自动化学科概论 978-7-04-045201-3 戴先中 马旭东、钱堃、甘亚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 东南大学 混凝土结构

978-7-112-24358-7

978-7-112-24359-4

978-7-112-24634-2

李爱群 程文瀼、颜德姮、王铁成、叶见曙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全国优秀教材推荐名单（本科）

注：排名不分先后

附件1



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教材名称 国际标准书号ISBN 第一作者 主要编写人员 出版单位

12 东南大学 路基路面工程 978-7-114-15417-1 黄晓明 郑健龙、冯德成 人民交通出版社

13 东南大学  交通工程学（第3版） 978-7-5641-8337-0 王炜
陈峻、过秀成、陈学武、邓卫、项乔君、陆
建、李文权、刘攀、杨敏、李志斌、任刚、
王昊、张健、徐铖铖、刘志远、叶智锐

东南大学出版社

14 东南大学 中国建筑史 978-7-112-17589-5 潘谷西 陈薇、刘叙杰、朱光亚、侯幼彬、李百浩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5 东南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 978-7-121-19983-7 王志功 陈莹梅 电子工业出版社

16 东南大学 信号与线性系统（第6版）
978-7-04-044665-4

978-7-04-044917-4
孟桥 夏恭恪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 河海大学 基础写作教程（第3版） 978-7-04-047972-0 尉天骄
张建勤、万奇、王正、林一顺、孟建伟、廖
大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

18 河海大学 工程水文学 978-7-5084-7145-7 詹道江
徐向阳、陈元芳、谢悦波、瞿思敏、王栋、
华家鹏、朱颖元、刘俊、包为民、李国芳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 河海大学 水工建筑物 978-7-5170-4656-1 沈长松 刘晓青、王润英、张继勋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 河海大学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978-7-5170-3468-1 汪基伟
韩菊红、侯建国、王立成、冷飞、李平先、
安旭文、宋玉普、吴胜兴、丁晓唐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1 河海大学 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第5版） 978-7-04-049871-4 徐芝纶 邵国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 河海大学 钢结构（第4版） 978-7-5123-8457-6 曹平周 朱召泉 中国电力出版社

23 江南大学 产品的语意（第三版） 978-7-112-17905-3 张凌浩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4 江南大学 产品包装设计（第2版） 978-7-5641-5421-9 王安霞 东南大学出版社

25 江南大学 食品工艺学 978-7-5019-5609-8 夏文水
曾庆孝、朱蓓薇、陈洁、陶谦、薛长湖、牟
德华、吕兵、姜启兴、赵建东、陈中、陈正
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6 江南大学 纺织品染整工艺学（第3版） 978-7-5180-3314-0 范雪荣 王强、张瑞萍、杨静新、霍瑞亭、樊增禄 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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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南大学 发酵工程原理与技术 978-7-122-13297-0 陈坚
堵国成、毛忠贵、吴敬、史仲平、石贵阳、
刘龙、周景文、张梁、张娟、张东旭、张建
华

化学工业出版社

28 江苏大学 创业基础(第2版) 978-7-302-42761-2 梅强
赵观兵、李昕、郭龙建、周辉、梅园、毛翠
云、胡桂兰、陈永清、文学舟、徐慧珍

清华大学出版社

29 江苏大学 食品机械与设备(第二版) 978-7-109-15805-4 马海乐
王云阳、王鸿飞、牛智有、朱文学、朱新华
、陈斌、邹小波、郑先哲、唐伟强、夏杨毅
、贾富国、谢其珍、管国强

中国农业出版社

30 江苏大学 临床血液学检验(第5版) 978-7-117-15208-2 许文荣

王建中、冯文莉、管洪在、夏薇、孟秀香、
林东红、莫武宁、邓小燕、谷俊侠、姜朝新
、司维柯、王霄霞、牛新清、赵谢兰、王学
锋、江虹、孙晓春

人民卫生出版社

31 江苏大学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3版) 978-7-111-56801-8 赵德安
盛占石、鲍可进、秦云、孙月平、赵文祥、
王伟、施凯、潘天红、张建生、周重益

机械工业出版社

3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实践如是说：思想道德想修养与法

律基础案例解析
978-7-305-08625-0 张勤

余达淮、黄世虎、高娟、徐海红、平旭、王
文建、王建明、仲小燕、肖建、王腾、吴翠
丽、赵任凭、徐青英、孙加敏、张晓庆、段
冰、庞俊来

南京大学出版社

33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现代自然地理学 978-7-04-028706-6 王建
查勇、孙爱梅、徐敏、黄巧华、周春林、陈
霞、汪阳、刘泽纯

高等教育出版社

34 江苏警官学院 犯罪现场勘查学（第三版） 978-7-5653-2639-4 陈志军 束裕、王金成、黄步根、李振健 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35 江苏科技大学 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 978-7-121-22654-0 葛世伦
尹隽、王念新、苗虹、王志英、欧镇、李正
华、任南、王平、张浩

电子工业出版社

36 江苏科技大学 机械制造技术 978-7-111-59471-0 任家隆
任近静、赵礼刚、管小燕、吴爱胜、张春燕
、苏宇、晏飞、刘宏西、左雪、卜赫男

机械工业出版社

37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能力训练——口语篇 9787040323849 杨亦鸣
刘淑学、杜文霞、毛洪波、袁伟、苏晓青、
张淑美、谢明、刘俊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38 南京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978-7-305-20953-6 王玉春 李连军、蒋琰 南京大学出版社

39 南京大学 英国文学选读（第四版） 978-7-04-040574-3 王守仁 何宁、赵文书、杨金才、姚媛、张冲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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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南京大学 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 978-7-301-08947-7 董健 马俊山 北京大学出版社

41 南京大学 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 978-7-01-019733-3 洪银兴
刘灿、黄泰若、石磊、龙小宁、葛扬、任保
平、张二震

人民出版社

42 南京大学 公司法（第五版） 978-7-5197-1995-1 范健 王建文 法律出版社

43 南京大学 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 978-7-300-25621-4 风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4 南京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第二版） 978-7-04-050129-2 赵曙明 张正堂、程德俊 高等教育出版社

45 南京大学 普通物理学教程 热学（第四版） 978-7-04-048890-6 秦允豪 黄凤珍、应学农 高等教育出版社

46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方法（第五版） 978-7-04-051457-5 梁昆淼 刘法、缪国庆、邵陆兵 高等教育出版社

47 南京大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上册、下

册）

978-7-04-016769-6

978-7-04-017796-1
傅献彩 沈文霞、姚天扬、侯文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48 南京大学 普通地质学(第三版) 978-7-116-06491-1 舒良树 地质出版社

49 南京大学 普通生物化学（第5版） 978-7-04-039644-7 陈钧辉 张冬梅、焦瑞清、卢彦、郑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50 南京大学 操作系统教程（第6版） 978-7-040-55304-8 骆斌 葛季栋、费翔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51 南京大学 机器学习 978-7-302-42328-7 周志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52 南京工程学院 机器人技术基础（第三版） 9787040526127 刘极峰 杨小兰、洪磊、邵秋萍、肖增文、杨文亮 高等教育出版社

53 南京工程学院 信息论与编码（第3版） 9787302440192 曹雪虹 张宗橙 清华大学出版社

54 南京工业大学 化工原理(第四版) 978-7-122-24030-9 管国锋
赵汝溥、居沈贵、武文良、顾正桂、邢卫红
、万辉、王磊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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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南京工业大学 生物分离原理及技术(第三版) 978-7-122-33644-6 欧阳平凯 胡永红、姚忠、吴昊、吴菁岚、吕浩 化学工业出版社

56 南京工业大学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与管理(第三版) 978-7-122-24014-9 蒋军成
潘勇、丁晓晔、赵声萍、钱剑安、王华、鲍
静、张明广

化学工业出版社

5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第八版） 978-7-03-051807-1 刘思峰 谢乃明、方志耕、党耀国、曾波、郭勇陈 科学出版社

5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运筹学（第三版） 978-7-03-044895-8 党耀国 朱建军、关叶青、章玲、徐海燕 科学出版社

5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系统工程概论（第三版） 978-7-03-051992-4 周德群 贺峥光、章玲、张力菠、王群伟、周鹏 科学出版社

6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理与艺术（第二版） 978-7-03-026408-4 施大宁 科学出版社

6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现代工程图学（第二版） 978-7-03-054548-0 刘苏 童秉枢 科学出版社

6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床数控技术及应用（第四版） 978-7-03-062363-8 陈蔚芳
王宏涛、薛建彬、楼佩煌、罗福源、刘凯、
吴青聪、游有鹏

科学出版社

6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第二版） 978-7-118-09611-8 昂海松 余雄庆 国防工业出版社

64 南京理工大学 质量管理（第四版） 978-7-03-050855-3 韩之俊 许前、钟晓芳 科学出版社

65 南京理工大学 化工原理（第3版） 978-7-118-08955-4 钟秦 陈迁乔、王娟、曲虹霞、马卫华 国防工业出版社

66 南京理工大学 火炮自动机设计（第2版） 978-7-5682-0550-4 张相炎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7 南京理工大学 火炮弹道学（第2版） 978-7-5682-2526-7 钱林方 侯保林、徐亚栋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8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学（第五版） 978-7-109-15302-8 钟甫宁
胡浩、张广胜、傅晨、苗齐、王志刚、安玉
发、王图展、刘华

中国农业出版社

69 南京农业大学 土地经济学（第四版） 978-7-109-21390-6 曲福田

褚培新、冯淑怡、刘向南、马贤磊、蓝菁、
陈会广、姜海、郭贯成、唐焱、高平、钟太
洋、谭荣、谭术魁、张安录、李菁、段文技
、游珍、顾汉龙、刘洪彬、梁流涛、何格

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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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南京农业大学
畜产品加工学（双色板）（第二

版）
978-7-109-26514-1 周光宏

彭增起、李洪军、张兰威、徐幸莲、孔保华
、吴菊清、丁世杰、马俪珍、马春丽、王鹏
、李春保、杨勇、迟玉杰、张万刚、陈洪生
、罗欣、赵改名、贺银凤、夏秀芳、唐长波
、黄明、黄群、韩雪、蔡朝霞

中国农业出版社

71 南京农业大学 植物学（第2版） 978-7-04-045029-3 强胜
郭凤根、姚家玲、任海云、沈显生、王庆亚
、常缨、黄勇、丁春邦、胡金良、荆艳萍、
李葆春、李明、宋小玲

高等教育出版社

72 南京农业大学 试验统计方法（第四版） 978-7-109-17793-2 盖钧镒 管荣展、顾世梁、智海剑、金文林、韩立德 中国农业出版社

73 南京农业大学 动物生物化学（第五版） 978-7-109-16962-3 邹思湘
李庆章、朱素娟、刘芃芃、刘维全、杨国宇
、张映、张永亮、张源淑、郑玉才、高士争

中国农业出版社

74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学原理 978-7-309-10357-1 李凤鸣 王会金、李华、周学民 复旦大学出版社

75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978-7-218-10318-1 金太军 周义程 广东人民出版社

76 南京师范大学 班级管理（第3版） 978-7-04-049388-7 李学农
朱沛雨、费振新、张国森、邱松平、华伟、
王政、叶微、秦二彬

高等教育出版社

77 南京师范大学 家庭教育学（第2版） 978-7-04-041600-8 缪建东 邵泽斌、张永英、殷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78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儿童游戏（第四版） 978-7-5343-8887-3 邱学青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79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 978-7-04-031244-7 虞永平
王春燕、甘剑梅、吕苹、刘宇、刘黔敏、步
社民、陈迁、郑三元、秦元东、彭俊英、鄢
超云

高等教育出版社

80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

978-7-04-042715-8

978-7-04-042381-5

978-7-04-043180-3

978-7-04-043166-7

978-7-04-042606-9

978-7-04-042716-5

郁贤皓
钟振振、张采民、鲁同群、顾复生、王青、
赵生群、方向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81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教程（第二版） 978-7-04-052355-3 汤国安 刘学军、闾国年、盛业华、王春、张海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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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与玩教具制作 978-7-04-050545-0 杨枫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 南京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化学（第二版） 978-7-04-040005-2 张蕴琨
丁树哲、徐晓阳、张林、林文弢、刘丽萍、
张缨、金其贯、徐明、常波、阎守扶、熊正
英、王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8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设计艺术心理学 978-7-307-08485-8 梁家年
杨正、张鑫、周雅铭、张姝、雷鸣、曹亚丽
、李菁、吴菁、艾险峰

武汉大学出版社

8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尺度气象学 978-7-5029-6347-7 寿绍文 励申申、寿亦萱、姚秀萍 气象出版社

8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数值天气预报 978-7-5029-6140-4 沈桐立
田永祥、陈德辉、沈新勇、孙旭光、梁旭东

、陆维松
气象出版社

8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物理学 978-7-5029-6853-3 银燕 刁一伟、刘超、陆春松、于兴娜、陈倩 气象出版社

88 南京医科大学 医患沟通 978-7-117-26404-4 王锦帆

尹梅、唐宏宇、陈卫昌、康德智、张瑞宏、
王金泉、尹忠诚、占伊扬、叶胜难、白文佩
、刘惠军、宋守君、陈未、陈虹、孟殿怀、
赵群、赵红如、胡建、姜柏生、姚进、夏文
芳、高焱莎、郭述良、唐丽丽、程国斌、滕
士超、潘志刚、薛海虹、郑爱明

人民卫生出版社

89 南京医科大学 流行病学 978-7-117-26672-7 沈洪兵
齐秀英、叶冬青、许能锋、赵亚双、高晓虹
、陈裕明、王金桃、杨新军、田庆宝、袁萍
、王建明、缪小平、刘民、关鹏、马红霞

人民卫生出版社

90 南京医科大学 儿科护理学 978-7-117-23439-9 崔焱

仰曙芬、张玉侠、刘晓丹、林素兰、董玲、
王玉香、张利峰、林晓云、陈华、彭文涛、
周乐山、肖倩、罗志民、蒋小平、王茜、陈
慧、高海霞

人民卫生出版社

91 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美学教程 978-7-04-044262-5 刘承华
王晓俊、李宝杰、施咏、李小戈、张丽、王
虹霞、徐海东、池瑾璟

高等教育出版社

92 南京艺术学院 书法篆刻（第三版） 978-7-04-051864-1 黄惇 李昌集、庄熙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93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书法风格史 978-7-5580-7645-9 徐利明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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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基础 978-7-5651-0498-5 邬烈炎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5 南京邮电大学 电路分析基础（第5版） 978-7-115-46528-3 刘陈 周井泉、于舒娟 人民邮电出版社

96 南京邮电大学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978-7-111-54522-4 黄丽亚 杨恒新、袁丰 机械工业出版社

97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9787117224871 唐德才

吴庆光、周祯祥、于虹、李兴广、邱颂平、
秦华珍、卫培峰、肖锦仁、王辉、尚坤、王
玉凤、王加锋、胡浩、王茂生、姜醒、毛晓
健、姚映芷、刘立萍、赵海平、刘贤武、袁
颖、许利平、陈芳、韩彬、曾忠良、李海燕
、廖广辉、杨志军、高学敏、陈蔚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

98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内科学
978711722571-

7/R.22572
薛博瑜

吴伟、王飞、王琦、毛静远、杨柱、余小萍
、彭宝虹、张宁苏、顾勤、金智生、邓奕辉
、藤晶、汤小虎、王健、曹文富、王玉光、
刘健、刘鸣昊、闫咏梅、杨思进、陈刚毅、
孙丽霞、彭锐

人民卫生出版社

99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临床护理学（中医特色） 9787117245807 徐桂华

张先庚、于春光、张雅丽、闫力、马秋平、
王家兰、王丽、王秋琴、王萍丽、邓丽丽、
刘红华、严姝霞、梁小利、汪永坚、杨巧菊
、李壮苗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 南通大学 人体解剖学（第四版） 978-7-03-041636-0 顾晓松

吕广明、周国民、刘树伟、张卫光、丁炯、
丁文龙、夏春林、王玮、王德广、曲德伟、
吕诚、朱永泽、朱亚文、朱建宝、刘朝晖、
刘德明、李文婷、李光武、李岩、李健、李
瑞锡、沈磬亚、张红旗、陈实、欧阳琦、金
国华、姜平、顾振、徐飞、凌树才、萧洪文
、曾永林

科学出版社

101 南通大学 建筑电气控制技术（第3版） 978-7-111-60468-6 顾菊平
马小军、赵宏家、王永华、刘瑾、王鑫国、
吴晓、华亮、赵凤申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2 苏州大学 球类运动-篮球（第三版） 978-7-04-044497-1 王家宏
于振峰、杨改生、陶玉流、闫育东、李国岩
、王嵊海、郭永峰、周殿学、黄伟明、张元
文、叶巍、高瞻、徐建华、胡乔、陈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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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苏州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第四

版）

978-7-04-053322-4

（上册）

978-7-04-052945-6

（下册）

朱栋霖

朱晓进、吴义勤、汤哲声、徐德明、南志刚
、张全之、汪卫东、龙泉明、闵抗生、彭耀
春、秦林芳、王中忱、汪应果、许霆、张晓
玥、李晓红、陈子平、骆寒超、马潇、方忠
、陈霖、江腊生、陈黎明、刘祥安、刘智跃
、宋宝珍、钱文霞、吕若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4 苏州大学 医学免疫学（第3版） 978-7-04-047036-9 高晓明

熊思东、王月丹、徐晓军、戴亚蕾、侯亚义
、王立新、李芳、程纯、邵启祥、张须龙、
张荣波、居颂光、朱一蓓、葛彦、徐薇、龚
方苑、汪晓莺、钱莉、陶涛、刘文洪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5 苏州大学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五版） 978-7-5606-4631-2 郭辉萍 刘学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106 苏州大学

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基于ARM

Cortex-M4F内核的MSP432系列微控

制器(第5版)

978-7-302-51858-7 王宜怀 许粲昊、曹国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7 苏州科技大学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978-7-301-23028-2 邵永健
翁晓红、劳裕华、段红霞、夏敏、方有珍、
朱天志、李瑞鸽、谢成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8 徐州医科大学 麻醉解剖学
978-7-117-22440-

6/R.22441
张励才

曹焕军、马坚妹、马宇、王红军、付升旗、
李启华、李昌琪、余崇林、宋焱峰、张剑凯
、赵小贞、赵志英、姚柏春、唐朝辉、曹俊
平、鲁显福、雒珉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9 盐城工学院 新编市场营销学 978-7-121-21532-2 倪自银
胡洪亮、王启万、凌奎才、邵永喜、张延爱
、王慧、王陶靖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0 扬州大学 学校体育学 978-7-04-044128-4 潘绍伟

于可红、汪晓赞、王健、董翠香、谭华、刘
春燕、张志勇、陈喜珍、宋强、程传银、于
文谦、孔庆波、谢翔、郭泰玮、傅建、俞福
丽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1 扬州大学 秘书写作 978-7-04-050348-7 柳宏
冒志祥、李晓丽、侯迎华、段曹刚、和谈、
宋俊丽、邵志华、施秋香、陈龙、蒋传红、
何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2 扬州大学 兽医流行病学 978-7-109-16915-9 刘秀梵
焦新安、魏萍、吴清民、罗满林、郭爱珍、
宁官保、吴艳涛、黄勇、曹瑞兵

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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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矿业大学 采矿学 978-7-5646-4455-0 杜计平

孟宪锐、屠世浩、万志军、李化敏、余学义
、张吉雄、姬长生、白润才、李东印、李桂
臣、何廷峻、谷新建、汪华君、宋子岭、尚
涛、郑西贵、孟祥瑞、赵伏军、赵兵朝、顾
明、郭忠平、涂敏、康天合、彭文斌、谢广
祥、路占元、瞿新献、臧传伟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4 中国矿业大学 选矿学 978-7-5646-3069-0 谢广元
张明旭、边炳鑫、樊民强、康文泽、刘焕胜
、章新喜、李延锋、陈俊涛、陈增强、樊茂
明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5 中国矿业大学 通信电子电路立体化教材 978-7-302-42400-0 于洪珍 王刚、张晓强、王艳芬、侯晓峰 清华大学出版社

116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 978-7-5646-2651-8 高井祥
肖本林、付培义、余学祥、刘长星、何荣、
陈允芳、郑南山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17 中国药科大学 生物化学（第8版） 9787117220262 姚文兵
杨红、张景海、郭薇、陈枢青、余蓉、陆红
玲、顾志敏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8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化学（第三版） 9787122248503 尤启冬
徐云根、雷小平、叶德泳、胡永洲、孙铁民
、周海兵、邓卫平、黄志纾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9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分析（第8版） 9787117220293 杭太俊
于治国、范国荣、狄斌、段更利、范琦、姜
红梁、钱广生、宋粉云、宋敏、王璇、吴红
、吴虹、杨广德、张兰桐、张振中

人民卫生出版社

120 中国药科大学 生药学（第四版） 9787521414875 李萍

陈道峰、李会军、崔亚君、贾英、王书芳、
王建安、牛晓峰、田立文、付小梅、曲中原
、年四辉、许亮、李涛、李晓波、杨华、杨
念云、张英、陈君、陈立娜、欧阳臻、尚明
英、周晔、周群、黄芸、高雯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