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阴工学院文件
淮工教〔2022〕58 号

关于公布首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认定名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

高〔2019〕8 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我校一流本科课程（金课）

的建设工作，着力提升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切实提高

课程教学质量，为第三批省级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校内遴选

工作奠定基础，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1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了首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的认

定评审工作。本次全校共申报 82 门课程，经教务处审核，组织

学校专家网评、会评，最终确定《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等 68

门课程认定为首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详见附件。

希望课程负责人对标教育部“双万计划”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标准，进一步提升课程质量；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加大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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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课程建设过程管理，重点培育有望冲刺省级和国家级的

一流本科课程。

附件：首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名单

淮阴工学院

202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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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校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名单

序

号
学院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计算机学院 线上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 周蕾、王留洋

2 计算机学院 线上 操作系统 陈礼青

3 计算机学院 线上 C++程序设计 陈婷、于永涛

4 化工学院 线上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于鹄鹏

5 化工学院 线上 物理性污染控制 石莹莹

6 化工学院 线上 制药工艺学 游庆红

7 化工学院 线上 药剂学 熊清平

8 设计学院 线上 网络动画设计 高翔

9 机材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汪通悦

10 机材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机械工程导论（双语） 朱坎

11 自动化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电路理论 王业琴

12 自动化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测控系统原理与设计 李慧

13 自动化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电力电子技术 丁卫红

14 自动化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 刘斌、王文杰

15 电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通信原理 尹晓琦

16 电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 戴峻峰

17 电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模拟电子技术 朱铁柱、季仁东

18 计算机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计算机网络 金春花、赵建洋

19 建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建筑画法几何 陈萍

20 建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土力学 龚成中

21 建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混凝土结构基础原理 3 何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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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院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22 化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环境监测 张静

23 化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化工工艺学 王金权

24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生物化学 孙金凤

25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现代农业概论 陈伯清、黄志楠

26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园林树木栽培学 胡珍珠

27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园林计算机图形设计 周成玲

28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微生物学实验 刘帅、刘莉娜

29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园艺植物保护学 孙敏

30 生科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生化设备与工厂设计 茅燕勇

31 管工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管理学原理 朱洪云

32 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 沙彦飞

33 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微观经济学 仲晓东

34 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电子商务 3 曹培红

35 数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高等代数 厉筱峰、余柏林

36 数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姜红燕、嵇绍春

37 数理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运筹学 安凤仙、冯前胜

38 人文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行政法学 陈明

39 外语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大学英语 3（综合） 马星宇

40 外语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高级英语 吴良红

41 外语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综合商务英语Ⅰ 吴俊秋

42 外语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英语视听说 薄婷

43 设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图形创意 张光祥

44 设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人体工程学 李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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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院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45 设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设计心理学 何艳婷

46 设计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产品形态设计 赵艳梅

47 马克思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思想道德与法治 陈玉江

48 马克思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海波

49 机材学院 线下 理论力学 杨权权

50 自动化学院 线下 传感器技术 张青春

51 自动化学院 线下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白秋产

52 电信学院 线下 信号与系统 王晓燕

53 电信学院 线下 数字电子技术 何晓凤、杨玉东

54 电信学院 线下 电子技术基础 3 唐永锋、王士湖

55 计算机学院 线下 Java 程序设计 王文豪

56 建工学院 线下 建筑设计 V 康锦润

57 化工学院 线下 药物分析 张海江

58 生科学院 线下 食品基础实验 毕艳红、赵祥杰

59 管工学院 线下 管理运筹学 孔德财

60 人文学院 线下 社会心理学 许加明

61 生科学院 社会实践 农学专业综合实习 陈新红

62 生科学院 社会实践 劳动实践 王飞兵、陈新红

63 生科学院 社会实践 专业基础实践 叶玉秀、王尊欣

64 外语学院 社会实践 地方文化语言实践 2 孙建光

65 马克思学院 社会实践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王红艳

66 生科学院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

利用豆粕发酵生产可替代抗

生素的抗菌肽工艺虚拟仿真

实验

李文谦、赵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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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院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67 交通学院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

集装箱港口设备配置优化虚

拟仿真实验
周桂良

68 交通学院
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

平面交叉口信号控制虚拟仿

真实验
周君

淮阴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