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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201020102010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1 武汉大学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 田茂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2 武汉大学 土力学 傅旭东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3 武汉大学 图像复制原理 刘全香 本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4 武汉大学 地壳形变 许才军 本科 工学 测绘类 

5 武汉大学 发电厂水处理 周柏青 本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6 武汉大学 药物分析 肖玉秀 本科 医学 药学类 

7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何萍 本科 哲学 哲学类 

8 武汉大学 世界近代史 向荣 本科 历史学 历史学类 

9 武汉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李燕萍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0 武汉大学 档案学基础 朱玉媛 本科 管理学  图书档案学类  

11 武汉大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李建中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12 武汉大学 外国戏剧史 郑传寅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13 华中科技大学 信号与控制综合实验 熊蕊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4 华中科技大学 软件项目管理与分析 肖来元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5 华中科技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周纯杰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6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基础 江建军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7 华中科技大学 设计素描 华炜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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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18 华中科技大学 细胞生物学 余龙江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19 华中科技大学 有机化学 龚跃法 本科 理学 化学类 

20 华中科技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洪明 本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和思想品德课类 
  

21 华中科技大学 市场研究 景奉杰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22 华中科技大学 税收筹划 王韬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23 华中科技大学 大学英语听说 徐锦芬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24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语文 程邦雄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25 华中师范大学 偏微分方程 朱长江 本科 理学 数学类 

26 华中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学 周宗奎 本科 理学 心理学类 

27 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教学论 李家清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28 华中师范大学 化学教学论 王后雄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29 华中师范大学 房地产估价 艾建国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30 武汉理工大学 通信原理 王虹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31 武汉理工大学 传感器原理 赵燕 本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32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造船史 吴卫国 本科 工学 交通运输类 

33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朱喆 本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和思想品德课类 
  

34 武汉理工大学 生产与运作管理 程国平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3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材料晶体化学 何涌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3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学体育—特色课程 董范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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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3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土地管理学 李江风 本科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3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市场营销学 严良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3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首饰概论 张荣红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4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学英语 胡志红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4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事诉讼法学 蔡虹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4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学原理 赵丽江 本科 法学 政治学类 

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宋清华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4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对外贸易 黄汉民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45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工艺学 潘思轶 本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46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学 夏俊芳 本科 工学 农业工程类 

47 华中农业大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 姜道宏 本科 农学 植物生产类 

48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肥料学 胡红青 本科 农学 环境生态类 

49 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信息系统 马才学 本科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50 中南民族大学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童小念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51 中南民族大学 有机化学 张爱清 本科 理学 化学类 

52 中南民族大学 西方经济学 张跃平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53 中南民族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 杨彬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54 湖北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王新生 本科 理学 地理科学类 

55 湖北大学 体育市场营销 刘勇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56 湖北大学 美学 聂运伟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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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57 武汉科技大学 电机拖动基础 刘振兴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58 武汉科技大学 接口与通讯技术 闵华松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59 武汉科技大学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麻友良 本科 工学 交通运输类 

60 武汉科技大学 钢铁冶金学 倪红卫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61 三峡大学 大学物理实验 冯笙琴 本科 理学 物理学类 

62 三峡大学 大学体育 任丽萍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63 三峡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李齐放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64 长江大学 力学 张昆实 本科 理学 物理学类 

65 长江大学 医学免疫学 丁建中 本科 医学 基础医学类 

66 长江大学 统计学 黎东升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67 江汉大学 植物育种学 陈禅友 本科 农学 植物生产类 

68 江汉大学 油画技法研究与创作 王心耀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69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何涛 本科 工学  机械类  

70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测量 肖本林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71 湖北工业大学 产品开发设计 胡雨霞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72 武汉工程大学 人工智能 张彦铎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73 武汉工程大学 水污染控制工程 余训民 本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74 武汉工程大学 药物制剂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 张珩 本科 医学 药学类 

75 武汉工程大学 大学英语 彭石玉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76 武汉科技学院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李德骏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 5 —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77 武汉科技学院 会计信息系统 李闻一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78 武汉科技学院 服装表演 尹敏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79 武汉工业学院 包装机械 张国全 本科 工学  机械类  

80 武汉工业学院 数学建模 同小军 本科 理学 数学类 

81 武汉工业学院 内科护理学 张红菱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82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喻方元 本科 理学 数学类 

8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汽车营销 杨立君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84 湖北民族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蒋芝芸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85 湖北中医学院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姚群峰 本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86 湖北中医学院 中医护理学基础 胡慧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87 郧阳医学院 外科护理学 张力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88 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法 吕忠梅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89 湖北经济学院 国际金融 漆腊应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90 湖北警官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程安辉 本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和思想品德课类 
  

91 武汉体育学院 足球 谢朝忠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92 武汉体育学院 乒乓球 王金灿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93 湖北美术学院 广告招贴设计 范汉成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94 湖北师范学院 生物学综合实验 潘继承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95 孝感学院 园艺植物病理学 李国元 本科 农学 植物生产类 

96 咸宁学院 外科学 白育庭 本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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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97 黄冈师范学院 遗传学 干建平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98 黄冈师范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居继清 本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和思想品德课类 
  

99 黄石理工学院 自动控制理论 胡学芝 本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00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微生物学 赵斌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10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班主任理论与实践 熊华生 本科 教育学 教育学类 

102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分子生物学 肖鸿美 本科 理学 生物科学类 

103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大学数学 林益 本科 理学 数学类 

104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电视节目主持艺术 李敬一 本科 文学  艺术类  

105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法 许承光 本科 法学 法学类 

106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中药学 刘杰书 本科 医学 药学类 

107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市场营销 彭代武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08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商务英语精读 蒲轶琼 高职高专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109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船体放样 张海泉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类  

110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控制原理与系统 陈贵银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自动化类  

111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船舶结构焊接工艺编制 蔡志伟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1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设备配置与管理 杨旭东 高职高专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113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分析技术 李敏 高职高专 轻纺食品大类  食品类  

114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施工图识读与会审 陈卓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工程管理类  

115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C#的 SQLServer应用开发 许新华 高职高专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116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全口义齿设计与制作 何伟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医学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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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课程负责    

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人姓名    
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课程类型    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所属一级学科门类    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所属二级学科门类    

117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服务礼仪与训练 丁永玲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118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力学与结构 刘晓敏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119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行驶、转向与制动系统检修 高银桥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汽车类  

120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 微控制器应用 李晶骅 高职高专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类  

121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 冲压模具设计 刘建潮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22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涂家海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23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转向与制动控制系统检修 王德良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汽车类  

124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鄂西生态文化导游 张菊芳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125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图形图像处理 龙长勇 高职高专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126 沙市职业大学 ERP沙盘实训 何先华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工商管理类  

127 鄂州职业大学 妇婴护理 秦春莲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128 仙桃职业学院 会计核算技能 高冬梅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类  

129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典型零件数控铣加工中心编程与

加工 
张安全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30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岩土 熊文林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公路运输类  

131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仪器 明力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类  

132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高速铁路隧道施工 郭占月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铁道运输类  

133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机械装置检修 侯梅英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铁道运输类  

134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Pro/E 塑料模具设计 兰杰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35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峡民俗文化 余远国 高职高专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136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护理技术 胡鸿雁 高职高专 医药卫生大类  医学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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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机运行技术 李滨波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138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用电营业管理 李珞新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市场营销类  

139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电站电气一次部分 王春民 高职高专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140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管理实务 蔡改成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工商管理类  

14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会计实务 蒲萍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类  

142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数码图形创意设计 汪京元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143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管理 汤岚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工程管理类  

14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船用辅助机械安装与调试 邓志华 高职高专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类  

145 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夹具设计 吴水萍 高职高专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146 鄂东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施工技术 周永 高职高专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147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税务代理实务 刘彩霞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财政金融类  

148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声乐 耿同梅 高职高专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表演艺术类  

149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施工技术 陈爱民 高职高专 水利大类  水利工程与管理类  

150 长江职业学院 推销理论与实务 涂山青 高职高专 财经大类  市场营销类  

注：本科与高职高专课程采用不同课程分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