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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 

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1 武汉大学 理论力学 王波 本科 理学 力学类 

2 武汉大学 走进电世界 孙元章 本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3 武汉大学 大众传播学 冉华 本科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4 武汉大学 基础俄语综合实践课程 郑文东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5 华中科技大学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杨家宽 本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6 华中科技大学 普通生物学 闫云君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7 华中科技大学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张金隆 本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8 华中科技大学 低温技术原理与装置 舒水明 本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9 华中科技大学 法医物证学 黄代新 本科 医学 法医学类 

10 华中科技大学 基础中医学 陆付耳 本科 医学 中医学类 

11 华中科技大学 妇幼保健学 杜玉开 本科 医学 预防医学类 

12 华中师范大学 管理思想史 刘筱红 本科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13 华中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读写译 张隆胜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4 华中师范大学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郑世珏 本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15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 叶卫平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16 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支付与网络金融 杨琦峰 本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17 武汉理工大学 光电技术 杨应平 本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18 武汉理工大学 物流系统工程 张庆英 本科 工学 交通运输类 

19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方法学 郑建启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2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学基础 杨坤光 本科 理学 地质学类 

2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基础工程 黄生根 本科 工学 地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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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2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陈建平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2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测量学 吴北平 本科 工学 测绘类 

2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学概论 李道荣 本科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2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 谢群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2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诉讼法学 姚莉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27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 张俊飚 本科 管理学 农业经济管理类 

28 华中农业大学 汽车拖拉机学 廖庆喜 本科 工学 农业工程类 

29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监测 胡荣桂 本科 农学 环境生态类 

30 华中农业大学 兽医药理学 袁宗辉 本科 农学 动物医学类 

31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原理 肖文韬 本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32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何海涛 本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和思想品德课类 

  

33 湖北大学 导游学 熊剑平 本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34 湖北大学 环境影响评价 李海波 本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35 湖北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概论 雷体南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36 湖北大学 分子生物学 王行国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37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的计算机控制 赵刚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38 武汉科技大学 社会学 丁宇 本科 法学 社会学类 

39 武汉科技大学 预防医学 朱长才 本科 医学 预防医学类 

40 三峡大学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李力 本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41 三峡大学 经济学 何伟军 本科 经济学   

42 长江大学 化工原理 吴洪特 本科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43 长江大学 油藏工程基础 刘德华 本科 工学 地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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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44 长江大学 钻井工程 熊青山 本科 工学 地矿类 

45 江汉大学 素描基础 顾蓓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46 湖北工业大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杨练根 本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47 湖北工业大学 植物纤维化学 谢益民 本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48 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人文语文 周金声 本科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类  

49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基础 黄志良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50 武汉工程大学 民法学 许承光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51 武汉工程大学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杨帆 本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52 武汉工程大学 压力容器及过程设备 喻九阳 本科 理学 力学类 

53 武汉纺织大学 设计造型基础 李万军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54 武汉纺织大学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 张昌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55 湖北中医药大学 分子诊断学 姚群峰 本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56 武汉工业学院 生物化学 刘志国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57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料力学 马迅 本科 工学 工程力学类 

58 湖北民族学院 普通生态学 艾训儒 本科 农学 环境生态类 

59 湖北医药学院 口腔修复学 庞光明 本科 医学 口腔医学类 

60 湖北医药学院 内科护理学 王云甫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61 湖北经济学院 烹饪工艺基础 卢永良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62 湖北警官学院 侦查措施与策略 王浩 本科 法学 公安学类 

63 湖北警官学院 警察临战学 赵志飞 本科 法学 公安学类 

64 武汉体育学院 传统体育养生 石爱桥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65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新闻学 张江南 本科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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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66 湖北美术学院 木版画技法 张广慧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67 湖北美术学院 壁画创作与设计 陈绿寿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68 武汉音乐学院 编钟古乐演奏 谭军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69 湖北师范学院 普通动物学 侯建军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70 襄樊学院 人文地理学 袁本华 本科 理学 地理科学类 

71 孝感学院 生物统计学 李建华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72 咸宁学院 局部解剖学 丁继固 本科 医学 基础医学类 

73 咸宁学院 药物化学 黄胜堂 本科 医学 药学类 

74 黄冈师范学院 影视作品分析 沈嘉达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75 黄石理工学院 水污染控制工程 肖文胜 本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76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龚义建 本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77 荆楚理工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田原 本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78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基因工程 董妍玲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79 汉口学院 现代陶艺设计与制作 周雅铭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80 武昌理工学院 基础护理学 卢人玉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81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黄晓萍 本科 工学 测绘类 

82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电视采访 刘九洲 本科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83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光纤通信技术 吴健学 本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84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经济法概论 李振华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85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李晓军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类 

86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诊断技能 刘惠莲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类 

87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产品造型设计 彭华容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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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88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外贸英语函电 徐华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89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黄宏勇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工程管理类 

90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前厅接待实务 曹艳芬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91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酒店服务技能训练 曾凡琪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92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广告摄影 杨勇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广播影视类 

93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夏端林、程秋明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94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植物养护 陈彦霖、涂赤红 高职高专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95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 景区导游服务 吴明清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96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娱乐空间设计 曾频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97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发酵制药技术 罗世炜 高职高专 生化与药品大类 制药技术类 

98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饭店前厅客房服务 孙静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99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洗涤剂生产技术 覃显灿 高职高专 生化与药品大类 化工技术类 

100 鄂州职业大学 药物应用技术 万进军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10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化工生产技术 吴雨龙 高职高专 生化与药品大类 化工技术类 

102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标志设计 陈天荣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103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测色与配色 丁文才 高职高专 轻纺食品大类 纺织服装类 

104 仙桃职业学院 急救护理 李涛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105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监测技术 涂中清 高职高专 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环保类 

106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路面工程施工 余继凤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工程管理类 

10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设施设备运用 赵智锋 高职高专 公共事业大类 公共服务类 

108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护理 张霄艳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10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美容与护理 马明筠 高职高专 农林牧渔大类 畜牧兽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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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姓名 
课程 

类型 

所属一级 

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 

学科门类 

110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厂汽轮机设备及运行 杨巧云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111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控制与PLC技术 陈梦影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112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施工测量 杨晓平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11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景观设计 高卿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建筑设计类 

114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生物分离与纯化技术 李从军 高职高专 生化与药品大类 制药技术类 

115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植物生理应用技术 雷正玉 高职高专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116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商旅职场英语口笔译实践 程丽群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117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湖北民歌演唱 周双云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表演艺术类 

11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室内陈设设计 张华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119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饭店情景英语 杨昌蓉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120 鄂东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钢结构制作与安装 周永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121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剧目排练 蔡艳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表演艺术类 

122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设备及运行 周皓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123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青少年团体辅导方法与技巧 沈莉 高职高专 公共事业大类 公共事业类 

124 黄石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技术 刘庆生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类 

125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钢琴弹唱 刘红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类 

126 长江职业学院 商品包装设计与制作 程蓉洁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127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校对实务 代媛媛、王仁山 高职高专 轻纺食品大类 包装印刷类 

128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采油工程 李小利、赵继红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能源类 

注：本科与高职高专课程采用不同课程分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