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大 学 教 务 处 文 件 
江大教〔2021〕109 号 

 

 

关于公布江苏大学 2021 年一流课程 
培育项目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1年校级一流课程培育工作的通知》

（江大教[2021]72 号）文件精神，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

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共遴选出 2021 年校级一流课程培育项

目 59 项，其中重点项目 21 项，一般项目 38 项，现予以公

布，详见附件。 

课程负责人应对照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认真制订建设

方案，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一流课程培育和建

设工作，给予必要的条件和经费支持，加强监督指导，确保建设

质量。 

附件：2021年校级一流课程培育项目名单 

 

                                  教务处 

                                  2021 年 10月 8 日 

                                                             

 
江苏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10 月 8 日印发   



附件： 

2021年校级一流课程培育项目名单 

序号 教学单位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原理 混合式课程 贾志宏、徐桂芳 重点项目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基础 线上课程 孟献丰 重点项目 

3 财经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A 混合式课程 赵桂梅 重点项目 

4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混合式课程 王博 重点项目 

5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控制原理 A 线下课程 丁世宏 重点项目 

6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成形工艺基础 线上课程 王宏宇 重点项目 

7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B 混合式课程 崔熙贵 重点项目 

8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图学 A(I) 混合式课程 黄娟、薛宏丽 重点项目 

9 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基础工程训练(III) 线下课程 李伟 重点项目 

10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渗透测试 混合式课程 陈锦富 重点项目 

11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图像处理 A 混合式课程 刘哲 重点项目 

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工程热力学 B 线下课程 柏金、王谦 重点项目 

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流体机械产品综合设计 社会实践课程 康灿 重点项目 

14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卫生学 混合式课程 崔海英 重点项目 



15 文学院 跨文化交际 混合式课程 任晓霏 重点项目 

16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A 混合式课程 徐晨光 重点项目 

17 医学院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混合式课程 马洁 重点项目 

18 医学院 生殖系统 线上课程 周峥嵘  重点项目 

19 医学院 微生物学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线下课程 王晓春 重点项目 

20 医学院 系统医学实验(III) 混合式课程 吴燕 重点项目 

21 艺术学院 产品系统设计 社会实践课程 张凯 重点项目 

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基础 线上课程 郑成琪 一般项目 

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物理 混合式课程 聂仪晶 一般项目 

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 混合式课程 罗锐 一般项目 

25 财经学院 国际会计 混合式课程 杨顺华 一般项目 

26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运动控制技术 线下课程 赵文祥 一般项目 

27 法学院 中国法律史 混合式课程 唐华彭 一般项目 

28 管理学院 卫生经济学 A 线下课程 代宝珍 一般项目 

29 管理学院 组织行为学 B 混合式课程 白光林 一般项目 

30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热力学 混合式课程 傅小奇 一般项目 

31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人机工程 混合式课程 朱方 一般项目 

32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线下课程 依成武 一般项目 

33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导论 社会实践课程 许小红 一般项目 

34 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劳动教育与实践 混合式课程 吕翔 一般项目 



35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组成与 CPU 设计实验 线上课程 肖铁军 一般项目 

36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密码学 混合式课程 韩牟 一般项目 

37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原理 线下课程 郑召文 一般项目 

38 教师教育学院 教学系统设计 混合式课程 康翠 一般项目 

39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热力发动机构造 混合式课程 董非 一般项目 

40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化分离技术 混合式课程 王宁 一般项目 

41 体育部 女子健美操(I) 线下课程 袁洁 一般项目 

42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力学 C 混合式课程 王自平 一般项目 

43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导论 混合式课程 陈妤 一般项目 

44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现代工程建造技术 混合式课程 王路 一般项目 

45 外国语学院 实用英语写作 混合式课程 姚蔚 一般项目 

46 文学院 民间文学 线下课程 余红艳 一般项目 

47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文科物理) 混合式课程 谢月娥 一般项目 

48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 A 混合式课程 冯伟 一般项目 

49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力学 混合式课程 王正岭 一般项目 

50 药学院 药剂学 A 线下课程 朱源 一般项目 

51 医学院 病理学 B 混合式课程 鞠小丽 一般项目 

52 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 线下课程 周天戟 一般项目 

53 医学院 临床血液学检验 线上课程 毛飞 一般项目 

54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导论 混合式课程 龚爱华、许潇 一般项目 



55 医学院 神经系统 线上课程 李永金 一般项目 

56 艺术学院 二维造型基础 混合式课程 杨丽英 一般项目 

57 艺术学院 民间艺术创新设计 社会实践课程 张力丽 一般项目 

58 艺术学院 信息图形设计 混合式课程 朱喆 一般项目 

59 知识产权学院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线下课程 宋东林 一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