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职业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拟立项目录（第一批）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主编单位
是否列入
局重点

1 林业无人机调查 陈月明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2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管斌
陈佳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 林源药用植物栽培技术
温中林
牛焕琼
马小焕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 森林防火（第2版）
雷庆锋
徐毅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 森林害虫信息化监测与保护 杜秀娟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6 森林文化概论 曾令美 贵州省林业学校

7 森林营造技术（第3版）
陶涛
张余田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是

8 森林资源调查技术实训
韩东锋
党安定
范晓龙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9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 王克清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 现代林业调查技术 景向欣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1 野生动物检疫与疾病防治 白冰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野生动物识别 谭丽凤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3 油茶高质量培育技术
宋墩福
温德华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4 自然保护地管理
张维玲
贺春燕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5 森林文化（第2版） 李霞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林业GIS数据处理与应用（第2版） 亓兴兰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7 林业调查与Gis应用技术 谢中 贵州省林业学校
18 ArcGIS软件应用实验教程 罗玉恒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草地建植与管理利用技术
李兴美
李莉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

20 测量技术基础 丁世友 贵州省林业学校
21 地形图识别与应用 张超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2 荒漠化防治 冯伟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23 经济林栽培技术 林向群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4 林业技术专业技能考核手册 刘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25 “项目贯通式”园林工程施工实训手册 林上海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6 草坪建植与养护 张军侠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7 插花艺术（第4版）
朱迎迎
徐卓颖

中国插花花艺协会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是

28 城市绿地生态 陈兵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9 城市森林 张鑫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30 风景园林设计 钟喜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31 观赏植物造景
王巍伟
李宇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32 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
应俊辉
方向华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33 果树设施栽培
赵秀娟
张金云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34 果树生产技术
娄晓鸣
潘芝梅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35 花卉设施栽培技术
梁芳芳
韩春叶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36 花卉栽培与养护
杨治国
陈立人
宋阳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37 花卉园艺工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 陶涛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38 花艺设计与装饰
钟昌龙
程新宗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花屿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9 花园营造技术
徐峥
张晓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0 计算机辅助设计
韩亚利
李夺
张英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绿京华生态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41 农旅产品开发
张方秋
刘姚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 蔬菜生产技术
陈素娟
杨红丽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43 乡村民宿设计
张彤钰
高静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 乡村生态环境规划设计
陈科东
陈翠玉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 休闲农业园规划设计
陈倩倩
肖安琪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 园林测量 严永旭 贵州省林业学校
47 园林工程材料（第2版） 李三华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8 园林工程计量与计价（第2版） 陈乐谞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9 园林工程施工 孙宇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0 园林规划设计（英文版）
孙化蓉
罗璇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51 园林规划设计
周军
朱志国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52 园林花卉
石玉波
张瑛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53 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Sketchup+Lumion）
赵茂锦
郑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4 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效果图制作 马金萍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5 园林建筑设计
薛菊
冯光澍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6 园林绿地养护技术
谢利娟
彭金根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 园林模型设计与制作
孙雪
杨波
赵杨迪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8 园林设计初步
姚岚
梁爱丽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9 园林文化 姚岚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0 园林植物识别与应用
张建新
王凯
郭锐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61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孙丹萍
马国胜
宋微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2 园林植物栽培 潘静霞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3 园林植物造型技艺 黄华明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64 园林制图与识图
戴启培
黄东兵
王晓畅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65 园林资料管理 张鑫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66 园艺技术专业综合实训
卢爱英
杨玉芳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67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 吴雪芬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8 植物与植物生理 朱广慧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69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买凯乐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0 中国传统插花技艺
张华香
王琳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71 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第2版） 宋微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72 园林规划设计（第2版）
宁妍妍
赵建民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3 园林工程施工管理（第2版）
胡自军
周军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苏州农业职业学院

74 插花与花艺设计（第2版） 黄云玲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75 园林工程施工技术（第3版） 陈科东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是
76 植物组培快繁技术（第2版） 李军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77 分析化学 曾智文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78 生物化学 韩秋伟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79 食品生产许可申办实务 干莉娜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0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秦微微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81 BIM技术应用实操教程 孙华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82 HTML5前端网页开发项目式教程 林志鹏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83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董文龙
陈义群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技术学院

84 管理学原理 蒋沁燕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5 轨道工程测量 马麟英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6 农林税务与纳税筹划 贾赟 云南农业大学
87 生态农场管理 肖双喜 安徽农业大学
88 物联网电路基础 尹东燕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89 现代数字化测绘实操技术 黄连英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90 林业经济管理（第2版） 蔡敏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91 餐饮运营与管理 徐洪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92 茶艺
韦飞
冯时
康日辉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93 导游实务
郁琦
郭家秀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94 会展策划与实务
李静
方昌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梧州学院

95 酒店英语
曾溅
吴静梅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96 旅行社经营管理 郑新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97 旅游电子商务
王宁
陈兰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8 旅游学概论
李静
罗志慧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9 旅游英语
王宁
杜长淳
郑广峰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100 烹饪英语 刘彬彬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1 森林康养基地概论
李新贵
姚建勇

贵州省林业学校
贵州省林业局对外合作项目中

心

102 森林旅游与康养服务技术
李蓉
张翔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103 营养餐设计与制作 薛娟萍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4 中式菜肴制作技术
郭景鹏
鲁煊
沈培奇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05 3ds Max室内效果图制作
肖亮
彭秀川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6 Photoshop平面设计入门到精通 吴娅坤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07 建筑施工技术 彭忠伟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08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史丽云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9 建筑装饰制图与识图
周振坤
李鹏宇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0 室内陈设设计 张英杰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11 室内设计手绘表现技法 邬荣亮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2 室内效果图手绘教程
肖亮
彭秀川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3 室内装饰材料与装饰施工技术 李婷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4 展示设计 张兴建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15 住宅室内设计 肖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16 板式家具数字化制造技术
胡显宁
李伟栋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17 定制家具设计
罗春丽
赵红霞
苗雅文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18 家具材料识别与选用 杨煜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19 家具生产技术（第3版）
杨巍巍
曾东东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20 家具生产设备操作与维护
黄荣文
李军伟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21 家具手绘表现技法
司阳
石杨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2 家具数字化加工技术（装饰图案与数控雕刻） 陈年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23 家具质量管理与检验 王巍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24 木地板生产技术（第2版）
尹满新
张琦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25 木文化概论
熊伟
张悦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26 木业智能设备电气控制技术 刘振明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7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潘梅勇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8 大学人文基础 李瑞华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129 大学生创新与创业实务
郑广峰
李志斌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3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李韦嫦
阮书云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31 高等数学
郑玉敏
王迎春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132 生态文明教育
秦武峰
何利华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33 思想道德与法治辅学读本----走进林院
郭先根
杜彩银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34 走进林业
叶世森
廖建国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35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第2版） 黄丽霞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36 动物解剖生理
钟登科
朱良瑞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37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吴俊
吴萍萍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138 兽医学概论
杜宗沛
郭广富
袁橙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139 动物传染病（第2版）
杜宗沛 
袁橙 
郭广富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是

140 猪病防制（第2版）
郭广富
杜宗沛
袁橙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