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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06] 地理信息与导航定位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技术 9787116119482 董钧祥 地质出版社 第1版 2020.3 5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06] 地理信息与导航定位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技术 9787116119482 董钧祥 地质出版社 第1版 2020.3 5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8] 网络通信技术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检测 9787111484622 于宝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5.1 28.7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8] 网络通信技术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检测 9787111484622 于宝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5.1 28.7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01431]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程序设计基础教程 9787560378473 邵慧娟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第2版 2020.8 32.8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01431]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程序设计基础教程 9787560378473 邵慧娟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第2版 2020.8 32.8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9] ROS原理与技术应用 ROS机器人开发实践 9787111598237 胡春旭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8.5 99 首选 是

[11010139] ROS原理与技术应用 ROS机器人开发实践 9787111598237 胡春旭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8.5 99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0020175]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9787111679387 罗先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21.5 40 高等职业教育计算机类课程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首选 是

[20020175]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9787111679387 罗先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21.5 40 高等职业教育计算机类课程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0] 地理信息采集与编辑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技术 9787116119482 董钧祥 地质出版社 第1版 2020.3 5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0] 地理信息采集与编辑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技术 9787116119482 董钧祥 地质出版社 第1版 2020.3 5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15] 交通监控系统集成与维护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实用技术 9787113239947 王公儒

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

司

一版 2018.02 42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15] 交通监控系统集成与维护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实用技术 9787113239947 王公儒

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

司

一版 2018.02 42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1] 交通控制技术（含PLC） 道路交通控制技术 9787114113840 向怀坤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一版 2014.08 55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1] 交通控制技术（含PLC） 道路交通控制技术 9787114113840 向怀坤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一版 2014.08 55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2] 网络通信技术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检测 9787111484622 于宝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5.1 28.7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2] 网络通信技术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检测 9787111484622 于宝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5.1 28.7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44] RFID技术应用与开发 RFID技术及应用 978-7-04-051434-6 黄从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08 41.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87] 车载网络技术 汽车车载网络控制技术（第2版） 9787111639169 吴海东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01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45] 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 Android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 9787111679691

焦战，李维

勇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10823 49.8 职业教育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系列教材 首选 是

[11010129] 工程制图 通信工程制图及实训 9787561189221 于永正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3版 2020.10 45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嵌入式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实现（Cortex-M3基础与提

高）

9787040380309 吴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8.02 3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嵌入式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实现（Cortex-M3基础与提

高）

9787040380309 吴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8.02 3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嵌入式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实现（Cortex-M3基础与提

高）

9787040380309 吴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8.02 3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嵌入式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实现（Cortex-M3基础与提

高）

9787040380309 吴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8.02 3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嵌入式产品开发

嵌入式系统实现（Cortex-M3基础与提

高）

9787040380309 吴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8.02 38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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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1114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汽车舒适安全系统检测与修复 978-7-5636-5521-2 林振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12 34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4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汽车舒适安全系统检测与修复 978-7-5636-5521-2 林振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12 34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4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汽车舒适安全系统检测与修复 978-7-5636-5521-2 林振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12 34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4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汽车舒适安全系统检测与修复 978-7-5636-5521-2 林振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12 34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4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 汽车舒适安全系统检测与修复 978-7-5636-5521-2 林振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12 34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00]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汽车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 9787111665069 舒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11 40 自编 首选 是

[11010100]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汽车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 9787111665069 舒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11 40 自编 首选 是

[11010100]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汽车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 9787111665069 舒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11 40 自编 首选 是

[11010100]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汽车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 9787111665069 舒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11 40 自编 首选 是

[11010100] 智能终端安装与调试 汽车智能终端的安装与调试 9787111665069 舒望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20.11 40 自编 首选 是

[111058] 电子线路辅助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设计与制作 9787113248659 陈学平 中国铁道出版社 第2版 2018.9 49.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0] 电子线路辅助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设计与制作 9787113248660 陈学平 中国铁道出版社 第3版 2018.9 49.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2] 电子线路辅助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设计与制作 9787113248661 陈学平 中国铁道出版社 第4版 2018.9 49.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4] 电子线路辅助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设计与制作 9787113248662 陈学平 中国铁道出版社 第5版 2018.9 49.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66] 电子线路辅助设计 Altium Designer电路设计与制作 9787113248663 陈学平 中国铁道出版社 第6版 2018.9 49.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5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9787111506973 万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2版 2017.07 4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5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9787111506974 万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3版 2017.07 4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5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9787111506975 万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4版 2017.07 4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5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9787111506976 万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5版 2017.07 4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59]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9787111506977 万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6版 2017.07 4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53] 汽车典型零件制造技术 汽车典型零件制造技术 9787111425427 邹 平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8.12 29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53] 汽车典型零件制造技术 汽车典型零件制造技术 9787111425427 邹 平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8.12 29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89] 汽车装配与调整 汽车装配与调整（第二版） 9787040531589 王胜旭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版 2020.02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89] 汽车装配与调整 汽车装配与调整（第二版） 9787040531589 王胜旭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版 2020.02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230] 整车性能检测与调试 汽车整车性能检测 9787111508229 吴兴敏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版 2015.09 3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230] 整车性能检测与调试 汽车整车性能检测 9787111508229 吴兴敏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版 2015.09 3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75] 汽车制造工艺 汽车制造工艺 9787111536666 邢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7.09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75] 汽车制造工艺 汽车制造工艺 9787111536666 邢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7.09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21618] 电工电子技术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9787111630012 侯立芬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9.09 35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1618] 电工电子技术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9787111630012 侯立芬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9.09 35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73] 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 9787040522556 冷碧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版 2019.08 40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225] 机械测量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 9787111506836  汪坚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15.10 3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64] 汽车电气设备 汽车电气设备原理与检修 9787040489033 黄海波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版 2018.03 33.8 “十一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1346] Autocad机械制图 AutoCAD机械制图教程（第二版） 9787561188460 胡宗政 大连理工出版社 二版 2014.07 36.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03] 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9787040388428 汤晓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版 2015.02 41.6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02] 汽车装配与调整 汽车装配与调整（第二版） 9787040531589 王胜旭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版 2020.01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165] 整车性能检测与调试 汽车整车性能检测 9787111508229 吴兴敏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版 2015.09 34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90117] 商用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构造与拆装（第3版） 9787040529685 鲁民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版 2020.10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90117] 商用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构造与拆装（第3版） 9787040529685 鲁民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版 2020.10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90117] 商用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构造与拆装（第3版） 9787040529685 鲁民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版 2020.10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90117] 商用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构造与拆装（第3版） 9787040529685 鲁民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版 2020.10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90117] 商用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构造与拆装（第3版） 9787040529685 鲁民巧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版 2020.10 40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240143] 创业基础 《创业基础与实践》 （微课版） ISBN 978-7-121-37905-5

何辉，许祥

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版 2021 58 新形态教材 首选 是

11010125] 智能网联汽车概述 智能网联汽车概论 9787560892559 李卫 同济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05 38.9 全国“十三五”新能源汽车专业规划精品教材 首选 是

[11010138] 网络通信技技术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检测 9787111484622 于宝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5.1 28.7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1046] C语言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第3版） 9787040284898 乌云高娃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3版 2020.1 55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1010126] 充电系统与安全用电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构造与检修 978-7-111-66013-2 李宏伟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20.09 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互联网+”创新教材 首选 是

[120949] 电工基础(三) 电工基础 9787111503514 王兆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版 2019.12 3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0949] 电工基础(三) 电工基础 9787111503514 王兆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版 2019.12 3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0949] 电工基础(三) 电工基础 9787111503514 王兆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版 2019.12 3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0949] 电工基础(三) 电工基础 9787111503514 王兆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版 2019.12 3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120949] 电工基础(三) 电工基础 9787111503514 王兆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版 2019.12 38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选 是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9787040376241 杨可桢 高等教育出版社 6 45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978-7-301-27262-6 凌永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3版) 2017.1 46

汽车故障诊断实践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978-7-114-12552-2 马金刚 人民交通出版社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基础 978-7-301-23682-8 姜顺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2 38

汽车保险与理赔 汽车保险与理赔 978-7-301-26409-6 吴立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 32

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业基础 978-7-5517-2257-5 岳 柳 东北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9.9 39.8

汽车安全概论 汽车安全概论 978-7-301-22666-7 郑安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 35

音乐欣赏 艺术修养 978-7-5517-1800-4 罗 婷 东北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8.8 36.5

现代礼仪 现代礼仪实用教材 978-7-5517-2622-1 向 莉 东北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21.1 39.5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 978-7-313-06624-4

上海交通大

学物理教研

室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第一版

计算机基础 大学计算机（第四版  ）  9787-5635-3444-9 蒋加伏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基础 大学计算机实践教程（第四版） 978-7-5635-3453-1 蒋加伏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汽车构造(发动机） 汽车构造上册（第六版）

9787114104374

史文库 人民交通出版社 6

汽车构造(底盘) 汽车构造下册（第六版） 9787114104350 史文库 人民交通出版社 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9787810619622 胡凯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

电工学  电工学(上册) 978-7-04-026448-7 秦曾煌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教学领导小组签字：

                                                         车辆工程学院

                                                         2021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