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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学校组织校

内专家，对各学院申报的 107门在线开放课程，在超星泛雅

教学平台上，依据“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进行了

评审，择优认定 71 门课程为 2018 年校级在线开放课程。校

级在线开放课程负责人应根据专业建设及课程建设情况，不

断改进完善及更新课程内容，充分运用在线开放课程辅助教

学，提高教育教学效果。现将课程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学院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英语 何慧娟 

2 机械工程学院 液压与气动技术 郝欣妮 

3 机械工程学院 机床数控技术 刘敏 

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图 王雪 

5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陈国同 

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气技术基础 董龙虎 

7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 传感器及应用 刘卉 

8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结构原理

与检修 
许和进 

9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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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 计算机绘图 许郡 

11 电子工程学院 单片机高级语言设计 夏道澄 

12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 EDA技术 陈爱文 

13 电子工程学院 工程制图 周颖 

14 信息工程学院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张美虎 

15 信息工程学院 Linux操作系统 谢鹏 

16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陈网凤 

17 信息工程学院 面向.NET 的 WEB应用程序开发 张硕 

18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王刚 

19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勘测设计 沙爱敏 

20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 赵丽华 

21 土木工程学院 土建类认识实习 任洁 

22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结构 姚荣 

23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高云 

24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BIM软件应用基础 闫志刚 

25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设备及识图 宋志雄 

26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构造 史晓燕 

27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监测 周志成 

2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土地评价 黄兴国 

2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空间数据库 王圆圆 

30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水处理技术 宋万召 

31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 食品营养学 孙长花 

32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与分析技能 顾晓龙 

33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 蔡长春 

34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 无机化学 郭静 

35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职业技能集训与考证 

--服装 CAD 
刘荣平 

36 纺织服装学院 立体裁剪 戎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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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纺织服装学院 裙装制作工艺 成月华 

38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 CAD技术 高雅 

39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专题设计 李卉 

40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基础 华雯 

41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结构设计（2） 刘婷 

42 纺织服装学院 裤装工艺分析与应用 丁苏宁 

43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工业制板 戴孝林 

44 纺织服装学院 女上装结构设计 郭艳琴 

45 园林园艺学院 果树生产技术 刘萍、王祥菊 

46 医学院 生物化学 叶记林 

47 医学院 药理学 侯晓丽 

48 医学院 儿童护理 李晶晶 

49 医学院 护理技术 周正红 

50 管理学院 零售学 施玉梅 

51 旅游学院 导游业务 蔡玉红 

52 旅游学院 酒店英语口语 徐蓉艳 

53 旅游学院 导游员资格证书考试培训 徐卫萍 

54 旅游学院 旅游心理学 罗朝霞 

55 旅游学院 导游人文基础（1、2） 赵金霞 

56 旅游学院 旅游礼仪与形体训练 姜丽丽 

57 旅游学院 饭店管理概论 张伟 

58 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刘正良 

59 经济贸易学院 财务会计（上、下） 姚耕宏 

60 经济贸易学院 审计学基础 杨剑钧 

61 经济贸易学院 统计学基础 徐黑妹 

62 外国语学院 商务日语函电 徐芸芸 

63 艺术学院 透视与制图 仇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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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艺术学院 影视片头制作 许文娟 

65 艺术学院 书籍装帧 董蕾 

66 人文学院 档案管理 王琦 

67 人文学院 人力资源政策法规 李兴、高松元 

68 人文学院 应用文写作 李雪兰 

69 人文学院 工作分析 姜艳、杨楠 

70 师范学院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指导 顾颖颖 

71 体育学院 公共体育基础课 朱凌凌 

 

 

 

                                  2018年 12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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