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8〕381 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学校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荐工作的通知》（湘

教通〔2018〕153号）要求，经学校申报，我厅组织专家评审，认

定国防科技大学朱健民负责的《高等数学》等 51 门课程为 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见附件 1）；确定

国防科技大学谭跃进负责的《系统工程原理》等 150 门课程列入

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名单

（见附件 2）；14门课程确定为暂缓认定课程（见附件 3）。现将具

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高校须加强对认定的“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运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不断提升课程质

量和教学服务，确保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3年。课程建设团队要持续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完善，切实发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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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引领作用，扩大课程应用规模，提升课程应用效果，指导和培

训更多高校教师应用课程，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二、入选 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选题的课程，须于 2018年 10月 30日前完成在公开课程平台

上线使用，在至少完成一期教学活动后，参加 2019年度的认定工

作，认定通过后才能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如连续两年认定不通过，则取消选题。各高校要加强

监督和保障，督促列入选题的课程按照建设计划、依照课程要求

加强建设，同时对课程的政治导向进行严格把关审查，确保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 

三、暂缓认定的课程在加强建设后，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

申请参加 2019年度的认定工作。 

四、各高校要从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和自有资金中

自主统筹给予认定的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列入 2018 年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的课程足额的经

费保障，确保课程质量。原则上，认定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助经费不低于 10万元/门，入选 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的课程资

助经费不低于 5万元/门。 

五、各高校要以推进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为契机，引导教

师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和学分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信息技术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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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深度融合，提升广大教师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附件：1．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名单 

     2．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选题名单 

3．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暂缓认定课程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18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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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校 
课  程 

负责人 
主要开课平台 

1 高等数学 国防科技大学 朱健民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 大学英语口语 国防科技大学 刘源源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 大学计算机基础 国防科技大学 周海芳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国防科技大学 库锡树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5 通信原理 国防科技大学 马东堂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国防科技大学 吴翊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7 高等数学典型例题与解法 国防科技大学 李建平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8 漫谈数学与军事 国防科技大学 李建平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9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国防科技大学 林骊珠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0 大学英文写作 国防科技大学 唐安华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1 大学物理实验 国防科技大学 何焰兰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2 计算机原理 国防科技大学 唐玉华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国防科技大学 杜湘瑜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4 自动控制原理 国防科技大学 谢红卫 学堂在线 

15 工程力学 国防科技大学 冯志刚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6 理论力学 国防科技大学 李海阳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7 导弹总体设计导论 国防科技大学 刘新建 学堂在线 

18 航天器轨道力学 国防科技大学 郑伟 学堂在线 

19 大学化学(上、下) 中南大学 王一凡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0 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 中南大学 胡敏予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1 近现代史纲要 中南大学 吴争春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2 数字电子技术 中南大学 覃爱娜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3 生理学 中南大学 罗自强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4 科学计算与数学建模 中南大学 郑洲顺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5 大学生安全文化 中南大学 吴超 智慧树网 

26 主题英语 中南大学 侯先绒 智慧树网 

27 医学文献检索 中南大学 胡德华 学堂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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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校 
课  程 

负责人 
主要开课平台 

2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南大学 叶湘虹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学堂在线 

29 科学计算与 MATLAB语言 中南大学 刘卫国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0 材料力学 中南大学 刘静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1 知识产权法 中南大学 何炼红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2 国际金融学 湖南大学 杨胜刚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3 分析化学 湖南大学 王玉枝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4 科举与中国文化 湖南大学 李兵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5 互联网+时代的颠覆与创新 湖南大学 朱国玮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6 广告创意学 湖南大学 李正良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7 现代礼仪 湖南大学 袁涤非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8 生物材料伴我行 湖南大学 谭志凯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9 从自然时代到智能时代 湖南大学 李智勇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0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湖南大学 张望喜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1 三维形式基础 湖南大学 钟鸣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2 中国鸟禽文化赏析 湖南师范大学 邓学建 智慧树 

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湖南师范大学 尹红群 智慧树 

44 唐宋诗词与传统文化 湖南师范大学 胡海义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5 结构力学 长沙理工大学 唐雪松 长沙理工大学慕课教学平台 

46 中国茶道 湖南农业大学 朱海燕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7 植物生理学 湖南农业大学 夏石头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8 课堂管理的方法与艺术 湖南农业大学 王浪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49 C语言程序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 朱艳辉 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50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大学

计算机软件应用 
湖南工业大学 刘强 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51 
《大学来了--E 时代大学生

学习指导》 
湖南工学院 刘俊学 智慧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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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名单 

 

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系统工程原理 国防科技大学 谭跃进 

2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国防科技大学 叶湘滨 

3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国防科技大学 魏迎梅 

4 液压传动 国防科技大学 高经纬 

5 智能机器人系统 国防科技大学 卢惠民 

6 计算机程序设计 国防科技大学 周会平 

7 复变函数 国防科技大学 朱健民 

8 神奇的电磁波 国防科技大学 刘培国 

9 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概论 国防科技大学 蒋杰 

10 综合英语 中南大学 李  瑶 

11 发现唐诗宋词 中南大学 刘  学 

12 电工学 中南大学 李  飞 

13 矿井通风与空气调节 中南大学 李孜军 

14 材料科学基础 中南大学 柏振海 

15 软件度量及应用 中南大学 杨  柳 

16 医患沟通技能学 中南大学 吴  静 

17 分子生物学 中南大学 刘  静 

18 皮肤性病学 中南大学 鲁建云 

19 《周易》与中国文化 湖南大学 章启辉 

20 保险学 湖南大学 陈迪红 

21 金融学 湖南大学 张  强 

22 智能仪器 湖南大学 滕召胜 



－7－ 

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23 材料力学 湖南大学 戴宏亮 

24 可持续建筑技术 湖南大学 张国强 

25 有机化学 湖南大学 刘  强 

26 基础化学实验 湖南大学 郭栋才 

27 运动生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汤长发 

28 走近摄影 湖南师范大学 黎大志 

29 中国女性文化 湖南师范大学 赵树勤 

30 英语演讲与辩论 湖南师范大学 罗坚 

31 英语文学导论 湖南师范大学 曾艳钰 

32 中小学音乐教学设计与课例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 资利萍 

33 教育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刘铁芳 

3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湖南师范大学 李爱年 

35 基因工程 湖南师范大学 袁婺洲 

36 生活中的社会保障 湘潭大学 何  晖 

37 近代外交舞台上的中国人 湘潭大学 黄小用 

38 刑法分则疑难案例分析 湘潭大学 张永红 

39 品牌管理：思维引导与案例解析 湘潭大学 孙丰国 

40 计算思维：神秘的算法（算法设计与分析） 湘潭大学 邹  娟 

41 揭秘灾难片中的地质灾害问题 湘潭大学 陈  宾 

42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湘潭大学 黄  妍 

43 陶艺制作 长沙理工大学 蒋瑛 

44 现代物流学 长沙理工大学 周爱莲 

45 机械化施工管理 长沙理工大学 何志勇 

46 水电站 长沙理工大学 张登祥 

47 信息工程认知 长沙理工大学 杨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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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48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技术 长沙理工大学 姜腊林 

49 电路理论（下） 长沙理工大学 彭曙蓉 

50 分析化学 长沙理工大学 李丹 

51 中国修养概论 湖南农业大学 梁剑宏 

52 农产品国际贸易 湖南农业大学 兰勇 

53 环境监测 湖南农业大学 吴根义 

54 风景园林设计与品读 湖南农业大学 周晨 

55 中华茶礼仪 湖南农业大学 朱海燕 

56 数字时代学习力提升攻略 湖南农业大学 王浪 

57 农业昆虫学 湖南农业大学 杨中侠 

58 农业微生物学 湖南农业大学 肖克宇 

59 “互联网+”现代农业 湖南农业大学 高志强 

60 兽药制剂技术与应用 湖南农业大学 伍勇 

61 经济学导论（双语）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童晶 

62 供应链管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庞燕 

63 食品原料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文化 

64 机械制图(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玲 

65 园林树木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廖飞勇 

66 生态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光军 

67 传统保健体育 湖南中医药大学 龙专 

6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湖南中医药大学 叶利军 

69 针灸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常小荣 

70 中医诊断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胡志希 

71 《方剂学》解读 湖南中医药大学 袁振仪 

72 细说肌力评定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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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73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卢芳国 

74 解读《金匮要略》 湖南中医药大学 喻嵘 

75 本草湖南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志琪 

76 品读张爱玲 南华大学 胡用琼 

77 机械工程材料及热处理（双语） 南华大学 朱红梅 

78 电机学 南华大学 肖金凤 

79 平面图像处理—PS高手 南华大学 李望秀 

80 护理学基础(双语) 南华大学 王蓉 

81 药理学 南华大学 郭紫芬 

82 人体解剖学 南华大学 向宇燕 

83 大学英文经典原著导读 湖南科技大学 吕爱晶 

8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湖南科技大学 赵惜群 

85 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与艺术 吉首大学 胡显斌 

86 财务管理 吉首大学 粟娟 

87 生活中的包装智慧 湖南工业大学 黎英 

8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湖南工业大学 陈若松 

89 宏观经济学 湖南工业大学 易棉阳 

90 空调工程 湖南工业大学 王志勇 

91 自动控制原理 湖南工业大学 秦斌 

92 EDA技术 湖南工业大学 谭会生 

93 线性代数 湖南工业大学 张启明 

94 零售学 湖南商学院 杨水根 

95 企业物流管理 湖南商学院 黄福华 

96 贸易经济学 湖南商学院 王 娟 

97 民法总论 湖南商学院 曹红冰 

98 楚辞鉴赏与诵读 湖南理工学院 龚红林 

99 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生存 湖南理工学院 刘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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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100 摄像基础 湖南理工学院 余水香 

101 英语公众演讲 湖南理工学院 邹娟娟 

102 视唱练耳 湖南理工学院 肖雅 

103 千古传奇——岳州窑 湖南理工学院 黄亚鹰 

104 数据结构 湖南理工学院 吴岳芬 

105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音乐故事 衡阳师范学院 陈  瑾 

106 婚姻家庭法 衡阳师范学院 刘余香 

107 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 杨  柳 

108 互联网时代的市场营销学 湖南文理学院 毛凌琳 

109 基于创业思维的软件开发技术（Java） 湖南文理学院 李剑波 

110 自动控制原理 湖南文理学院 潘湘高 

111 数字图像处理 湖南文理学院 黎小琴 

112 羽毛球学练路径指南 湖南工程学院 杨洁 

11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湖南工程学院 邓学源 

1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专题+实践
指导) 湖南城市学院 涂建华 

115 身边的物理化学 湖南城市学院 王姣亮 

116 英语语音 邵阳学院 刘丽华 

117 设计概论 邵阳学院 聂世忠 

118 创业财税知识概谈 邵阳学院 刘承智 

119 油画 怀化学院 刘健 

120 管理信息系统 怀化学院 李思寰 

121 调解技术实训 怀化学院 李伟迪 

122 导游实务 湖南科技学院 周慧玲 

123 二维动画制作 湖南科技学院 伍丽媛 

124 传统村落与民居建筑 湘南学院 张光俊 

W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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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题名称 学校名称 课程负责人 

125 药理学 湘南学院 唐伟军 

126 C语言程序设计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李曾妍 

127 运动解剖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杨赳赳 

128 广播节目播音主持 长沙学院 荣斌 

129 国乐导聆·二胡演奏 长沙学院 熊琦 

1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长沙学院 蒋晓东 

131 移动通信技术 长沙学院 陈威兵 

132 应用统计学 长沙学院 郭红卫 

133 管理学原理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易想和 

134 中药学 长沙医学院 薛丽君 

135 医学生物化学 长沙医学院 罗玥佶 

136 会计学基础 湖南工学院 刘俊学 

137 
给你一双照亮微观世界的眼睛——工
程材料表征技术 

湖南工学院 李理 

138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蒋  蓉 

139 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谢  杰 

1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谭  凯 

141 大学语文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唐孕莲 

142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黄波 

143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 湖南警察学院 王晓虹 

144 家庭教育学 湖南女子学院 邵汉清 

145 女书文化概论 湖南女子学院 周红金 

146 军事理论课——国防教育特色课 湖南女子学院 易永平 

147 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长沙师范学院 蔡华 

148 系统解剖学 湖南医药学院 胡祥上 

149 组织学与胚胎学 湖南医药学院 柳洁 

150 管理学原理 湖南信息学院 唐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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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暂缓认定课程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校 
课  程 

负责人 
主要开课平台 

1 服务设计与商业模式 湖南大学 胡莹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2 数字通信原理 湖南大学 罗志年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3 知识产权 湘潭大学 肖冬梅 超星泛雅慕课 

4 写作：思维创新与有效表达 湘潭大学 李剑波 
全国地方高校 UOOC 联盟

课程平台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长沙理工大学 卿定文 

超星：长沙理工大学慕课

教学平台 

6 电路理论（上） 长沙理工大学 彭曙蓉 
长沙理工大学慕课教学平

台 

7 高等数学（上册） 长沙理工大学 黄创霞 
长沙理工大学慕课教学平

台 

8 温病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鑫辉 
湖南中医药大学网络教学

平台--尔雅通识课平台 

9 病理学 吉首大学 王小莉 超星泛雅 

10 Java程序设计 吉首大学 覃遵跃 超星泛雅 

11 大学计算机基础 吉首大学 唐赞玉 超星泛雅 

12 国际贸易实务 
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 
王涛生 毕博网络教学平台 

13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长沙师范学院 赵年秀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14 儿童舞蹈创编 长沙师范学院 王印英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