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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情况一



一、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情况

• 住建部重视土建类学科专业教材规划：

       2016年住建部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

五”部级规划教材选题的通知》（建人函[2016]293号）。

      共455个套系选题列入规划建设。高校（226）、高职（175）、中职（52）。



一、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情况

 名称 总品种数

土建施工类 44
79

市政工程类 18
30

建筑与规划类 38
82

房地产类 20
26

工程管理类 32

建筑设备类 23

住建部高等职业“十三五”规划教材完成情况



一、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情况

名称 总品种数

建筑施工与建筑装饰专业 24

市政工程施工与给水排水专业 14

建筑与房地产经济管理专业 10

燃气输配与应用专业 4

楼宇智能化专业 2

住建部中等职业“十三五”规划教材完成情况



土建类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二



二、土建类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u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启智增慧、培根育魂

u《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工作成为国家事权。凡编必审，凡选必审。

u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

u国家教材奖。

教材管理政策发生深刻变化



二、土建类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2020年2月11日为应对疫情下学校“停学不停课”的特殊情况，建工社发布免费

电子教材的公告，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电子教材，可以免费在线阅读，据不完全统计有

413所院校申请，1060154人次登录学习，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疫情对教育方式的深刻影响



二、土建类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我国传统建筑业面临着重大机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必须尽快向“安全智

慧”的全寿命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智能建造专业的建立，是以土木工程专业为

基础，融合多个专业建设的、符合“新工科”发展的重要举措。

      全国已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智能建造专业。职业院校已有部分地区成立智能建造

集团。

       2021年，城市更新成为住建行业中心工作。

新工科、新基建对建设行业及教材的深刻影响



二、土建类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2021年1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2014～2018年全国土木建筑类高职学生培养情况

二、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

高等建设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2014～2018年全国土木建筑类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培养情况

二、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

 中等建设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十四五”规划教材申报重点方向三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贯彻落实《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

u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学校党委（党组织）对本校教材工作负总责。教材编写人
员应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

u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单位编写制。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一般应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

u编写人员不能同时作为同一课程不同版本教材主编。

u职业院校教材出版单位资质。

u教材标识管理。不得标注主体或范围不明确的“规划教材”“示范教材”等字
样，或擅自标注“全国”“国家”等字样。

（一）总体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u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职业精
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

u内容科学先进、针对性强，突出土建职业特色，充分反映建设行业发展最新进展，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及时吸收比较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

u符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学生认知特点，适应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优化课程体系的
需要，突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u编排科学合理、梯度明晰，图、文、表并茂。

u符合出版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内容要求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1. 课程思政方向

2. 行业热点方向

3. 新形态方向

4. 纸数融合方向

5. 经典修订方向

6. 校校、校企共建方向

7. 课证融通方向

8. 本科层级职业教育方向

（三）重点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培根育魂、启智增慧。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

外的概念范畴、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防范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的影响，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1. 课程思政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符合教学标准和教学基本要求中课程设置。

      新课程教材要符合行业最新的行业政策、发展方向、标准、人才培养要求等，要重视和

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内容。包括：装配式、BIM、智能建造。

      鼓励量大面广的土建特色的公共基础课程教材申报。

2.行业热点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u       活页式

u       工作手册式：项目-任务式、学习情境引领式，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

案例等为载体组织教学单元。

3.新形态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u配备丰富、实用的数字资源，支持广大院校师生的拓展性学习。资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课件、微课、动画、习题等。

u鼓励开发适合在线教育、翻转课堂等数字教材。

u鼓励各教材主编（编写团队）在完成纸质教材出版的同时，在 “建工书院”平台建设

线上课程（http://edu.cabplink.com/manage/#/login）

4.纸数融合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重点为使用多年、受到广泛好评的经典教材，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规划教材荣誉及在首届

全国优秀教材奖遴选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精品教材。

       修订教材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数字开发、丰富教学资源，将产业和技术最新进展、行业对人

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更新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

      本次住建部“十四五”申报：2018年12月31日前出版的、使用反馈效果好的教材的申报。

按“修订”申报。

5.经典修订方向



三、申报重点和方向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编写单位负责组织编写团队，审核编写人员条件，对教材编写修订工作给予协调和保障。

      编写人员应包含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

匠等。

      申报教材鼓励校校合编、校企共建，满足多校教学要求。各位主编合理规划、组建编写团队。

如有需要，我们可根据教材实际情况，协助主编组完善写团队建设、推荐企业专家。

6.校校、校企共建方向



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教材编写、资源建设等要面向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紧密对接、理实一体。

       根据教育部、人社部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相关政策，鼓励课证融通型教
材申报。

       注重精品课、资源库、大赛的成果转化，更广泛地满足教学需要。

7.课证融通方向



三、申报重点和方向三、规划教材申报重点和方向

        2021年1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

8.职业教育本科方向



各专业特色及优秀案例四



四、各专业特色

1 建筑与规划类专业

2 土建施工类专业

3 建筑设备类专业

4 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

5 市政工程类专业

6 房地产类专业



建筑与规划类专业1



具体申报专业包含：

u建筑设计专业

u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

u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u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专业

u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u园林工程技术专业

u风景园林设计专业

u城乡规划专业。

建筑与规划类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建筑与规划类

合计38种，82种单本。

建筑与规划类



建筑与规划类专业——现有主力教材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建筑与规划类专业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

Ø 图文并茂，彩色章节。
Ø 一线作者，权威推荐。
Ø 教学课件，数字资源。



建筑与规划类专业——趋势和重点

• 趋势和重点

1.要求教材配有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包含微课、慕课、三维动画等。

2.关注再版教材

再版教材要注意对于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等内容的更新。

3.编写团队中适当加入企业人员

为保证教材具有实践性、实用性，反映该课程行业需求痛点，参编中适当加入企业人员或注重编
写人员的企业经历。

。



土建施工类专业2



申报专业具体包含：

u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u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

u土木工程检测技术专业

u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专业

土建施工类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土建施工类

合计44种，79种单本

土建施工类



土建施工类专业——现有主力教材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Ø 高职土建施工类专业分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Ø 十年传承、多次修订、不断完善
Ø 突出实用、对接岗位、指导实训

本套教材大部分评为
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其中，7本为国规教材



土建施工类专业——现有主力教材

高职高专“十三五”系列教材
高等职业教育土建类专业“互联网+”数字化创新教材

Ø 多校合编、校企结合
Ø 紧密结合新规范、新技术
Ø 简单易学、丰富数字化资源为特色

本套教材自2019年8月陆续出版
有2本参与国规“十三五”的申报，均获评



土建施工类专业——趋势和重点

• 趋势：

装配式、BIM、智能建造

注重新的学科和行业发展，组织专业团队，

进行教材开发。

• 重点：

未来重点方向（优先选题）：

1.通识类教材开发

2.平台、资源库配套教材

3.数字化资源建设（教学资源包、动画、微课）

4.数字化出版物建设（网络、电子、音响出版物）



建筑设备类专业3



建筑设备类

申报专业具体包含：

u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

u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

u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

u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

u工业设备安装

u消防工程技术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建筑设备类

合计23种

建筑设备类



建筑设备类专业——现有主力教材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
（供热通风与空调专业）      【25种】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  7种】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   【12种】

Ø 高职建筑设备类专业分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Ø 十年传承、多次修订、不断完善
Ø 突出实用、对接岗位、指导实训

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其中，3本为国规教材



建筑设备类专业——趋势和重点

• 趋势：

活页式

与1+X对接

数字配套资源

实操性强

注重新的学科和行业发展，组织专业团队，

进行教材开发。

• 重点：

未来重点方向（优先选题）：

1.新形态教材，例如活页式

2.数字教材，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实验

3.实操性强

4.多校参编



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4



建设工程管理类

申报专业具体包含：

u工程造价

u建设工程管理

u建筑经济管理

u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建设工程管理类

合计32种

“十三五”期间，我社高职工程管理类专业、中职工程造价专业合计6本教材获评
国家级“十三五”规划教材。

建设工程管理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优秀教材

    经过多年的策划、出版，我社高职工程管理类专业教材形成了包含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规划推荐教材、工程造价专业实训教材、国家示范性院校系列成果教材等多个套
系教材体系。其中，多部教材获评国家级规划教材、住建部规划教材及各省重点教材
等。我社将已有教材制作了教材云展，欢迎各位老师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未来发展重点

资源库、重点平台配套教材 国家级资源库、省级精品资源库等。

BIM技术等行业发展前沿 BIM技术、工程造价改革等反映行业发展前沿的课程教材。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教本科）

数字资源、线上课程 教材应配套完备的数字资源，鼓励在我社“建工书院”平台建设

在线课程。



市政工程类专业5



市政工程类

申报专业具体包含：

u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u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

u城市燃气专业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建筑设备类

合计18种，30本

市政工程类



市政工程类专业——现有教材

难度大的设备、结构图

通过分色清晰化  学生更易理解

老师备课、授课效率更高

带有功能性的双色 丰富、立体的二维码资源

视频、动画更直观地讲解知识点

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市政工程类专业——现有教材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一套共11种，均为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其中5种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市政工程类专业现有两套教材
    （含主干课程教材和实训教材）

 由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具有权威性

 部分教材已经修订至第三版或第四版



市政工程类专业——现有教材

    市政工程类专业现有两套教材（含主干课程教材和实训教材）

       两套教材部分被评为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

划教材，均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

划教材。

      建议继续申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四五

”规划教材。
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

一套共10种，均为住建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其中4种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市政工程类专业——趋势和重点

趋势

符合课程设置、实际教学的教材

海绵城市、综合管廊、BIM等方向新教材

符合教学新需求、符合政策、行业发展

 重点

1. 活页式、项目式教材

2. 纸质化教材+数字化内容并行

3. 数字化出版物建设（视频课程的电子出版等）



房地产类专业6



申报专业具体包含：

u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u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u物业管理

房地产类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房地产类

合计20种，26种单本。

房地产类



房地产类专业——现有主力教材

• 经过多年的策划、出版，我社高职房地产类专业教材形成了包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规划推荐教材、物业管理专业系列教材、房地产类专业系列实用教材等多个套系
教材体系。其中，多部教材获评国家级规划教材、住建部规划教材及各省重点教材
等。我社将已有教材制作了教材云展，欢迎各位老师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房地产类专业——趋势和重点

• 趋势：

修订经典，适当增补新编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注重数字资源建设、数字教材、线上课程建设。

• 重点：

未来重点方向（优先选题）：

1.量大面广的基础课教材

2.课证融通型教材（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专业数字资源建设（教学资源库、微课等）



其他说明五



展示我社教材相关的最新动态、提供行业资讯和指导

手机端、PC端登入    关注微信公众号“建工书院”

建工书院



• 展示我社2000多种本科教材、高职教材、中职教材、研究生教材、培训教材等。

• 每种教材有以下项目：封面图片、书名、作者、、出版信息（出版社、出版时间、上架

日期、版次、页数、装帧、开本、印张、ISBN号）、内容简介、章节试读、课件等。

建工书院



• PPT课件

（限认证教师可下载）

• 样书申请

（限认证教师申请）

建工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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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认证界面

课件PPT使用界面
样书申请界面



      感谢广大院校师生对于我社土建类专业教材的关爱与支持！有关教材编写

、出版和申报的相关问题欢迎联系我们！     

各专业联系人

建工书院微信公众号

住建部“十四五”规划教材建设工作办公室

职业教育教材联系人：吴越恺

电  话：010-58337244, 18810454526

邮  箱：wuyuekai@cabp.com.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1层（100037）



各专业联系人

张晶 13601022240；牟琳琳 18210030188

建筑与规划类专业

土建施工类专业

建筑设备类专业

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

市政工程类专业

房地产类专业

王美玲 13811464605；聂伟 13810174347

张晶 13601022240；吴越恺 18810454526

陈桦 13911699595；胡欣蕊 13520937273

李阳 15801054269；司汉   18600980054

杨虹 13051085610；周觅      18201555668
                                    尤凯曦  15201280926



THANKS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