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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资源与环境讲座         农学18 资源与环境概论 王敬国 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 作物生物技术育种        农学18 作物育种生物技术 陈佩度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3 作物育种学（2）        农学18 作物育种学各论 盖钧镒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4 作物栽培学（2）        农学18 作物栽培学（北方本） 于振文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5 工程伦理    农学19 工程伦理导论 肖平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农业经济管理学       农学19 农业经济管理 方天堃 3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7 农业昆虫学     农学19 农业昆虫学 袁锋 4 中国农业出版社

8 农业生态学     农学19 农业生态学 陈阜,隋鹏 3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 食用菌栽培学      农学19 食用菌栽培学 边银丙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植物病理学     农学19 农业植物病理学 陈利锋 4 中国农业出版社

11 植物病理学实验       农学19 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实习指导 李洪连,徐敬友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12 智慧农业讲座      农学19 农业4.0-即将来临的智能农业时代 李道亮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13 专业英语交流      农学19 农学专业英语 韩占江 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4 基础生物化学      农学20 生物化学 龙良启 1 科学出版社

15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农学20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张宽朝 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16 土壤肥料学     农学20 土壤肥料学 吕福堂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7 科技论文写作训练        设施18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教程 刘振海,刘永新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8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         设施18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 金发忠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 农业园区规划与管理         设施18 农业园区规划与管理 邹志荣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 盆景与插花艺术讲座         设施18 插花艺术基础 黎佩霞,范燕萍 中国农业出版社

21 设施农业标准化       设施18 设施农业技术 胡一鸿 西南交大出版社

22 休闲农业工程与景观设计概论             设施18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与开发 吕明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3 园艺产品贮藏加工学         设施18 园艺产品贮藏加工学 赵丽芹,张子德 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4 工程伦理    设施19 工程伦理导论 肖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5 设施果树栽培学       设施19 设施果树栽培 郭大龙 1 科学出版社

26 设施花卉栽培学       设施19 花卉学 包满珠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27 设施蔬菜栽培学       设施19 设施蔬菜栽培学 李天来 中国农业出版社

28 遗传学   设施19 遗传学 朱军 4 中国农业出版社

29 园艺产品营养与保健讲座           设施19 园艺产品营养与保健 贺忠群 1 科学出版社

30 园艺植物病理学       设施19 园艺植物病理学 国立耕,刘凤权,黄丽丽 3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31 园艺植物昆虫学       设施19 园艺植物昆虫学 李照会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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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础生物化学      设施20 基础生物化学 郎杰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3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设施20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陈钧辉 5 科学出版社

34 农业气象学     设施20 气象学 刘江, 穆婉红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35 园艺设施工程      设施20 设施园艺学 李世军、郭世荣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36 植物营养与施肥       设施20 土壤肥料学 吕福堂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7 药用植物栽培训练        园林18 药用植物栽培学 郭巧生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38 园林病虫害防治       园林18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徐明慧 中国林业出版社

39 园林工程预算与招投标训练            园林18 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 吴立威,周业生 1 科学出版社

40 园林工程    园林18 园林工程 孟兆祯 3 中国林业出版社

41 插花与花艺训练       园林19 插花艺术基础 黎佩霞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42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园林19 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杨赉丽 5 中国林业出版社

43 工程伦理    园林19 工程伦理导论 肖平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44 园林设计原理      园林19 园林设计 唐学山 中国林业出版社

45 园林英语训练      园林19 园林专业英语 卓丽环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46 园林植物组织培养        园林19 植物组织培养 巩振辉,申书兴 2 化学工业出版社

47 测量学   园林20 测量学 吴建新,樊志军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8 设计初步    园林20 园林设计初步 石宏义,刘毅娟 2 中国林业出版社

49 园林CAD训练       园林20 AutoCAD 2018中文版园林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贾燕 1 人民邮电出版社

50 植物生理生化      园林20 植物生理生化 王三根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51 植物学     园林21 植物学 王建书 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52 植物学实验     园林21 植物学实验技术 王建书 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53 科技论文写作训练        园艺18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教程 刘振海,刘永新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54 盆景与插花艺术训练         园艺18 插花艺术基础 黎佩霞,范燕萍 中国农业出版社

55 药用植物栽培训练        园艺18 药用植物栽培学 郭巧生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56 园艺产品贮运加工学         园艺18 药用植物栽培学 郭巧生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57 园艺植物育种学各论         园艺18 园艺植物育种学 徐跃进,胡春根 2 高等教育出版社

58 种子工程讲座      园艺18 园艺植物种子学 巩振辉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59 种子种苗生产与营销训练           园艺18 园艺产品贮藏加工学 赵丽芹, 张子德 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60 分子生物学     园艺19 现代分子生物学 朱玉贤,李毅,郑晓峰,郭红卫 5  高等教育出版社

61 工程伦理    园艺19 工程伦理导论 肖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62 果树栽培学总论       园艺19 果树栽培学总论 张玉星 4 中国农业出版社

63 果树栽培学总论实验         园艺19 果树栽培学实验实习指导书 张琦,王振磊,姜喜 水利水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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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花卉栽培学总论       园艺19 花卉学 包满珠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65 食用菌栽培学      园艺19 食用菌栽培学 边银丙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66 蔬菜栽培学总论       园艺19 蔬菜栽培学总论 喻景权,王秀峰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67 园艺专业外语      园艺19 园艺专业外语 李亚灵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68 农业气象讲座      园艺20 气象学 刘江, 穆婉红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69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园艺20 土壤肥料学 吕福堂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70 基础生物化学      园艺20 基础生物化学 郎杰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71 微生物学    园艺20 农业微生物及实验教程 袁红莉 1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72 农产品品质检验与农药残留分析              植保18 农药残留分析 岳永德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73 鼠害及杂草防治       植保18 鼠害防治 冯纪年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74 文献检索讲座      植保18 实用科技信息检索与利用 徐军玲 1 复旦大学出版社

75 药用植物病虫防治        植保18 药用植物病理学 傅俊范 中国农业出版社

76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植保18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徐明慧 中国林业出版社

77 工程伦理    植保19 工程伦理导论 肖平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78 农业病理昆虫实验        植保19 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实习指导 李洪连,徐敬友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79 农业环境保护      植保19 农业环境保护 张玉龙 2 中国农业出版社

80 农业昆虫学     植保19 农业昆虫学（北方本） 仵均祥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81 农业植物病理学       植保19 农业植物病理学 董金皋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82 食用菌栽培学      植保19 食用菌栽培学 边银丙 3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 植保信息技术      植保19 农业信息技术 李军 2 科学出版社

84 基础生物化学      植保20 基础生物化学 郎杰 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85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植保20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陈钧辉 5 科学出版社

86 农业经济管理学       植保20 农业经济管理 方天堃 3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87 普通遗传学     植保20 遗传学 朱军 4 中国农业出版社

88 普通遗传学     植保20 遗传学实验指导 祝水金 3 中国农业出版社

89 微生物学    植保20 农业微生物及实验教程 袁红莉 1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0 园艺学概论     植保20 园艺学概论    程智慧           1 中国农业出版社 

91 园艺学概论实验       植保20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指导 范双喜, 张玉星    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2 植物学   植物类21 植物学 王建书 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93 植物学实验     植物类21 植物学实验技术 王建书 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