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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陕教高〔2015〕14 号     
 
 
 
 
 

关于公布 2015 年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有关军队院校： 

按照《关于开展 2015 年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工作的通知》

（陕教高办〔2015〕2 号），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15 年度陕西

高校优秀教材奖评选工作。经学校推荐、专家评议、网上公示，

最终研究确定了优秀教材一等奖 34 种、二等奖 82 种，现将获奖

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请有关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

况对优秀教材获奖者给予适当奖励。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教育教学的

基本工具，各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促进教材建设与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教学辅助资源建设、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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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相结合，打牢人才培养工作基础，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陕西省教育厅 

2015 年 6 月 30 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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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度陕西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名单 

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34种种种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1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

（第二版） 
冯宗宪、张文科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 
电工技术 
电子技术 

刘  晔、王建华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3 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英文） 
李言俊、张  科、

余瑞星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4 冲压成形理论及技术 吴诗惇、李淼泉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5 
有机化学—结构和性质相

关分析与功能(第三版) 
傅建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6 微电子概论（第 2版） 
郝  跃、贾新章、
董  刚、史江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7 数学分析十讲 刘三阳、李广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科学出版社 

8 十三经导读（上下册） 党怀兴、白玉林 陕西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 环境经济学（第二版） 董小林 长安大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 

10 晶体光学与岩石学 刘林玉 西北大学 地质出版社 

11 数据结构—用 C语言描述 耿国华 西北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 集成电路设计技术 
高  勇、乔世杰、

陈  曦 
西安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 

13 粉末冶金工艺及材料 陈文革、王发展 西安理工大学 冶金工业出版社 

14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二版） 梁兴文、史庆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5 理论力学 刘俊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16 数控机床系统设计（第二版） 文怀兴、夏  田 陕西科技大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17 岩土工程测试技术 任建喜 西安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8 油气渗流力学（成套教材） 
李  璗、陈军斌、

黄  海 
西安石油大学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

Windows 7+ Office 2007 
薛苏琴、杨东风 延安大学 科学出版社 

20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侯宏录 西安工业大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21 财政与金融 郑  煜 西安工程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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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22 IP网络技术与应用 
杨武军、郭  娟、
李  娜、石  敏 

西安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actice 
（中译：国际商务实务英语） 景  楠 西安外国语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24 行政法学 王周户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5 基本乐理教程 赵小平 西安音乐学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26 山水画教程 姜怡翔 西安美术学院 人民美术出版社 

27 高电压技术 马永翔 陕西理工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 果蔬贮藏与加工技术 祝战斌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出版社 

29 
机械加工工艺方案设计与

实施 
魏康民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30 机械制图 党  杰、张  超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 
国防工业出版社 

31 建筑制图 杨小玉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中国铁道出版社 

32 口腔修复学 赵铱民 第四军医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33 无人机系统及作战使用 魏瑞轩、李学仁 空军工程大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34 
机电液一体化系统建模与

仿真技术 
高钦和、龙  勇、
马长林、管文良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82种种种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1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赵卫军 西安交通大学 科学出版社 

2 医学伦理学 王明旭 西安交通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3 质量管理 苏  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理论力学 支希哲 西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日用化学品制造原理与技术

（第 2版） 
颜红侠、张秋禹 西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6 飞机原理与构造（第 2版） 杨华保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7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 3版） 呼世斌、翟彤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8 基因工程（第 2版） 陈  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9 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 
王俊儒、马柏

林、李炳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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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10 
微波技术与天线（第 3版） 
微波技术与天线学习辅导与

习题详解 

王新稳、李延平、

李  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 旅游市场调查与预测 李君轶 陕西师范大学 科学出版社 

12 现代临床心理学 陈青萍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武奇生、刘盼芝 长安大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2版） 
袁绍欣、安毅生、

赵祥模、葛  玮 
长安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5 现代广告学 王春泉 西北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生态规划—理论、方法与应用 刘  康 西北大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17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 （上、下册） 施  卫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18 耐火材料（第二版） 薛群虎、徐维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 机械设计 王宁侠 陕西科技大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 隧道工程 戴  俊 西安科技大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1 UML软件建模教程 卫红春 西安石油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 产品设计 屈文涛 西安石油大学 石油工业出版社 

23 冲突管理 万  涛 西安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4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肖  锋、王建国 西安工业大学 科学出版社 

25 大学物理（上、下） 朱长军、翟学军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 

26 跨文化交际选读 李本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27 法学原理 李其瑞 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出版社 

28 电子商务法学 秦成德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29 内经选读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30 统计学 朱  钰、杨殿学 西安财经学院 国防工业出版社 

31 财务管理学（第 2版） 赵栓文、聂亦慧 西安财经学院 西北大学出版社 

32 黑白装饰画 任焕斌 西安美术学院 人民美术出版社 

33 体育统计教程 雷福民、权德庆 西安体育学院 科学出版社 

3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陈  勇 陕西理工学院 科学出版社 

35 通信原理 龙光利 陕西理工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36 人体解剖学 罗秀成 西安医学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7 计算机网络 韩利凯 西安文理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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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38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性学习辅

导教程 
党天正、兰拉成、

王渭清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9 学前教育学 贾玉霞、姬建锋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40 网络交易理论与实践 魏建中、屈晓娟 渭南师范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1 能源化工工艺学 闫  龙、付  峰 榆林学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42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技术能力

实训教程（第 1版、第 2版） 
杨  哲 安康学院 

科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43 信号与系统 杨  勇 西安航空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 

44 教育心理学 朱金卫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5 国际服务贸易（双语） 
王西娅、杨立盟、

李  娜 
西安培华学院 科学出版社 

46 汉英笔译 冯伟年 西安翻译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47 创业基础教程 黄  藤 西安外事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48 网络营销与策划 李红新、晁翠华 西安欧亚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49 电子商务概论及实训（第二版） 王冬霞 西京学院 科学出版社 

50 步长中成药 顿宝生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世界图书出版社 

51 经济学基础 韩燕雄、朱景发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52 会计学基础（第 3版） 王海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西北大学出版社 

53 线性代数（第 2版） 
陈东立、燕列雅、

马春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清学院 
西北大学出版社 

54 财政学 李社宁、陈俊亚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西安财经学院 

西北大学出版社 

55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 2版）  
大学计算机基础上机指导与

习题集（第 2版）             

张明林、 郭向东、
郭师虹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西北大学出版社 

56 电机学（第二版） 徐益敏、张  玲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电力出版社 

57 
工程水文及水利计算/工程
水文及水利计算工学结合案

例及技能训练项目集 
拜存有、张子贤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58 
CAD/CAM 应 用 软 件 —

Pro/ENGINEER实例教程 
吴勤保、南  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59 导游业务及实训教程 朱  晔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60 飞机构造（第 2版） 曹建华、白冰如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国防工业出版社 

61 纳税实务（含实训教程） 赵文红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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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主编单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62 Pro/E Wildfire 4.0项目化教程 高  葛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3 
机械制造技术（含机械制造

技术实训教程） 
黄雨田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 

64 钢筋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 
翁光远、唐  娴、
张省侠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65 汽车文化 刘  涛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6 审计 郝北平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立信会计出版社 

67 高性能混凝土试验与检测 何文敏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人民交通出版社 

68 航空工程材料 王周让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航空大学出版社 

69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设备

维护 
高嵘华、吴广荣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70 电力机车总体与走行部 崔  晶、王  冰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道出版社 

71 Oracle数据库应用教程 何  茜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72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务 张淑琴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73 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 刘延隆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4 会计电算化实训教程 余爱云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75 健康评估 赫光中、李晓莉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76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用教程 闫保权、熊军林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77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第 2版） 李晓红、潘润存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78 临床免疫学 朱  平、林文棠 第四军医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79 老年护理学 化前珍 第四军医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80 口腔材料学 赵信义 第四军医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81 雷达电子战原理（第 2版） 
张永顺、童宁宁、

赵国庆 
空军工程大学 国防工业出版社 

82 信息化战争的攻与防 
高桂清、梁  敏、
韩奎侠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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