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讲指定教材及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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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专业（方向）
招聘人

数
教材名称 ISBN号 作者 出版社 版况 出版时间 教材类型 指定章节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1 艺术学（动画） 2 《动画学》 9787564928582 韩文利 河南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8年9月 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动画片的制作流程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2
艺术学（数字媒体艺
术）

2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9787302401537 李四达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2017年8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第1章第3节：1.3媒介进化论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3 视觉传达设计 2 《图形创意》 9787547305317 林家阳 东方出版中心 第二版第三次印刷 2018年6月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十三五

”规划教材
第三章第一节：图形与视觉设计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4 环境设计 1 《室内设计原理》 9787539881768 宗彦、周妩怡、王爽 安徽美术出版社 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2018年1月 “十三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艺术类 第五章第三节：生态室内环境的设计方法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5 音乐（钢琴） 1 《钢琴基础教程4》 9787552313499 韩林申等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

社

2017年8月第一版 2017年8月 高等师范院校试用教材 《彩云追月》（144页）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6 音乐（舞蹈） 1 《舞蹈基础训练》 9787567213654 袁艳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 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系列教材 第三章第一节：藏族民间舞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7 体育学（足球） 1 《现代足球》 9787500919711 何志林 人民体育出版社 第二版 2020年1月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
第七章第二节：接应技巧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8 英语（师范） 1 《英语写作基础教程》 9787040320107 丁往道、吴冰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版 2011年6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Chapter2: Using Proper Words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09 商务英语 1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9787544646505 王立非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2021年5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unit2: You Are What You Eat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0 播音与主持艺术 1
《当代新闻播音实用教

程》
9787302448914 李俊文、李克振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7年1月 当代传媒系列丛书 第五章第一节：民生新闻播音理论讲解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1
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

视、广播电视艺术学）
1 《新闻采访与写作》 9787040485028

《新闻采访与写作》编

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版 2019年1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第三章第三节：新闻事实的选择依据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2 护理学 1 《基础护理学》 9787117242257  李小寒、尚少梅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六版 2020年10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规划

教材
第三章第四节：无菌技术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3 医学影像技术 1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9787117189309 李萌、樊先茂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三版 2020年4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二五”规划

教材
第三章第七节：胸部摄影

黄淮学院 实验教学岗

14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

岗）
1

《人体形态学》 9787117242417  周瑞祥、杨桂姣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四版 2019年9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规划

教材
第五章第三节：气管与支气管

黄淮学院 实验教学岗 化学（实验教学岗） 《有机化学》 9787040041385 徐寿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2012年2月 第三章第6节：3.6.2亲电加成反应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5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
1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

用技巧》
9787111574934 叶晖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二版 2017年7月

任务6-3：建立一个可以运行的基本RAPID

程序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
息与通信工程

1
《STM32单片机应用基础

与项目实践》
9787302510956 屈微、王志良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9年6月 第19章：遥控小车系统设计与实现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7
光电信息工程、控制工
程

2
《STM32单片机应用与全

案例实践》
9787121316203 沈红卫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2017年6月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丛书

第5章第3节：一个USART的通信实现
（STM32与PC）-中断法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8 信息与通信工程 1 《通信原理》 9787118087680 樊昌信等 国防工业出版社 第七版 2014年8月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精品教材        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第10章第4节：10.4抽样信号的量化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19 土木工程 1 《理论力学（Ⅰ）》 9787040459920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
学教研室（主编：程

勒）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八版 2016年9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第二章第1节：2-1平面汇交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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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0 城乡规划 1 《城市规划原理》 9787112124152 吴志强、李德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四版 2010年9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第3篇第13章第3节：城市总体布局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1 建筑学 3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 9787112252770 张文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五版 2020年12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第3章第2节：3.2室内空间环境艺术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2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
科学与营养

1 《食品化学》 9787565515972 阚健全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2016年6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第3章第4节：3.4.4蛋白质的功能性质—

胶凝作用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

学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21年版）
9787040566208 刘建军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版 2021年8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第一章第一节：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4 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2021年版）

9787040566222 秦宣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七版 2021年8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第十章第一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5 心理学 1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
9787564839116 江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20年8月 “十三五”规划心理健康教育教材 第十二章：危机与创伤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6 教育学 1 《教育学基础》 9787504189455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

学联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 第三版 2014年12月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师范

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

第一章第四节：教育学的价值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新能源、储能、能源

环境等相关方向）

1 《传热学》 9787040189186 杨世铭、陶文铨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2006年8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第8章第4节：8.4实际物体对辐射能的吸

收与辐射的关系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8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1 《物理教学论》 9787301258859 邢红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2015年6月
北大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应用型规划

教材
第六章第二节：物理演示实验的教育功能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29 统计学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9787503753329 茆诗松、周纪芗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三版 2020年7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任选一节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数据结构（C语言版）

》
9787115379504

严蔚敏、李冬梅、 吴

伟民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二版 2015年2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
第6章第5节：6.5图的遍历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大数据》 9787121304309 刘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2017年1月 第3章数据挖掘算法：3.2分类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31
经济学（商务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国际经济

学）

1
《西方经济学（下册）

》
9787040526417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2019年9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第十五章第三节：货币政策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32 会计、会计学 1 《政府单位会计实务》 9787300264776 李启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第一版 2019年1月 应用型教材 第六章第3节：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33
控制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

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案

例教程》
9787121305214 禹定臣、李白燕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 2017年3月 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第3章第1节：3.1.2定时器/计数器

黄淮学院 教学科研岗 34 纺织工程 1 《服装材料》 9787518063369 陈丽华 中国纺织出版社 第一版 2019年10月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部委级规划教材 第三章：服装材料的服用性能与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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