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群申报建设名单（本科）

序号 课程群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

人
职称 所属教指委 所属高校

1 税务管理与筹划课程群

税务管理 专业核心课 董根泰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国际税收（双语） 专业核心课 葛夕良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比较税制 专业核心课 张帆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税务筹划 专业核心课 刘初旺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2 资产评估课程群

房地产估价 专业核心课 王直民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学
学科基础课
、专业核心

课

郭化林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3 卓越公务人才培养课程群

政治科学：新范式的探索 学科基础课 郭剑鸣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 学科基础课 裴志军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行政领导与决策 专业核心课 钟伟军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4 财务管理类课程群

财务分析 专业核心课 吕岩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Management Accounting 学科基础课 袁怡闻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战略与绩效 专业核心课 张金丹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Corporate Finance 专业核心课 朱忆琳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5 会计、审计课程群

审计学 专业核心课 邓川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国家审计 专业核心课 厉国威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中级财务会计 专业核心课 赵敏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成本会计
公共课、专
业核心课

赵惠芳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6 金融学课程群

金融学 学科基础课 徐立平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保险学 专业核心课 周海珍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中央银行学 专业核心课 耿中元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国际结算（双语） 专业核心课 李果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信托与租赁 专业核心课 阎晓春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保险经营管理学 专业核心课 张代军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7 信用管理课程群

信用风险度量方法 专业核心课 周丹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信用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 郗河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金融数据挖掘 学科基础课 赵莹雪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8 工商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群

管理学 学科基础课 尤利群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8 工商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群

商务统计及软件应用 专业核心课 沈渊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学 学科基础课 郭军灵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采购管理 专业核心课 颜涛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运营管理 专业核心课 邬雪芬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组织行为学 专业核心课 曾垂凯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9 营销实战模拟课程群

营销实训 专业核心课 陈水芬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市场调查与分析 专业核心课 李晓锦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专业核心课 谢凤华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学（双语） 专业核心课 陈颖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0 现代经济学课程群

发展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 柴志贤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计量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 李井奎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1 经济法学课程群

涉外经济法 学科基础课 张蹇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财税法学 学科基础课 曾章伟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民事诉讼法学 专业核心课 孟涛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公司成长的法律之路 创新创业课 李政辉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2 一流学科统计学课程群

抽样调查/应用抽样技术 学科基础课 罗季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数据挖掘 专业核心课 黄秀海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高等代数 学科基础课 刘红丽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科基础课
、专业核心

课

周君兴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 公共课 孟泽红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
核算

专业核心课 周银香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预测与决策 专业核心课 陈玉娟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Python数据分析
学科基础课
、其他

石向荣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3 中国语文与书法课程群

书法鉴赏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黄建新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书法技法体系.基础篇 专业核心课 王业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核心课 毋丹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现代汉语 专业核心课 刘亚辉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4 创意表达课程群

创意文化与表现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胡文财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

演讲与口才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孙德平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4 创意表达课程群

写作 专业核心课 姚晓萍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15 通识课程群

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课
、公共课

尤利群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创新创业课 沈鑫泉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创新思维与方法 创新创业课 李玉文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创业营销 创新创业课 吴诗启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

版面设计
专业核心课

程
毛碧莲 讲师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中外美学简史 学科基础课 刘永琴 讲师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6 基础英语课程群

大学英语3 公共课 戴清娥 讲师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实用商务英语 公共选修 岳伟 讲师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7 护理学类课程群

系统解剖学 学科基础课 周鹏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学科基础课 董海艳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用化学 学科基础课 王朝杰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老年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董超群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儿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陈海燕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18 口腔医学类课程群

Dental Anatomy（口腔解剖
学）

专业核心课 刘劲松
副教授/主
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儿童口腔医学 专业核心课 梅丽琴
副主任医

师
温州医科大学

牙体牙髓病学 专业核心课 潘乙怀
副教授/主
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口腔正畸学 学科基础课 曹真胜 主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口腔材料学 专业核心课 王剑锋
副主任医

师
温州医科大学

预防口腔医学 专业核心课 魏利敏
副主任医

师
温州医科大学

19 临床医学类课程群

病理学 专业核心课 叶光华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Physiology 学科基础课 袁琳波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心理学 学科基础课 李长瑾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用物理学 学科基础课 邵和鸿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用高等数学 学科基础课 吕丹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专业核心课 许崇永 主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儿科学 专业核心课 褚茂平 主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科基础课 李红智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实验诊断学 学科基础课 王忠永
副主任技

师
温州医科大学



19 临床医学类课程群

遗传学 学科基础课 刘永章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技能学 专业核心课 诸葛启钏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 专业核心课 俞康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传染病学 专业核心课 陈永平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20 麻醉学类课程群

临床麻醉学 专业核心课 李军 主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遗传学 学科基础课 唐霄雯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21 生物医学工程类课程群

大学物理 学科基础课 蔡双双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专业核心课 姜培培 副研究员 温州医科大学

数字图像处理 专业核心课 张鑫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22 眼视光医学类课程群

角膜接触镜学 专业核心课 吕帆
教授/主任

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低视力学 专业核心课 于旭东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斜弱视与双眼视学 专业核心课 余焕云
副主任医

师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验光学 专业核心课 陈世豪
教授/主任

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视觉神经生理学 专业核心课 李英姿 主治医师 温州医科大学

23 药学类课程群

药物分析 专业核心课 向铮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生物药剂学与药动学 专业核心课 徐荷林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无机化学 学科基础课
李永、蔡文

选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医药商品学 专业核心课 金子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生物药物分析 专业核心课 王晓杰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药事管理学 专业核心课 姜义娜 讲师 温州医科大学

药理学 学科基础课 陈冰冰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分析化学 学科基础课 蔡跃飘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有机化学 学科基础课 叶晓霞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药理学 专业核心课 周红宇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24 医学检验技术类课程群

外周血细胞检查技术 专业核心课 王霄霞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专业核心课 胡云良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25 中药学类课程群

中药药剂学 专业核心课 傅红兴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学 学科基础课 汪洪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 专业核心课 何文斐 副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26
独立学院财会专业实训系列课程

群

基础会计及模拟实训
学课基础课
、专业核心

课

赵开琴 讲师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

院

会计信息系统 专业核心课 吴丽丽 讲师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

院

27 园艺生活与健康养生课程群

园艺生活与健康养生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徐  凯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创意园艺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高永彬 讲师 浙江农林大学

家庭观赏植物应用与养护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陈  雯 副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花与花艺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邵果园 副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茶叶鉴赏：从树叶到佳茗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梁慧玲 副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28 木材科学课程群

木材学 学科基础课 聂玉静 讲师 浙江农林大学

人造板表面装饰 专业方向课 沈哲红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木质复合材料概论 专业方向课 孙庆丰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木制品生产工艺学 专业核心课 俞友明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胶合材料学 专业核心课 于红卫 副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木质产品制造装备 专业核心课 钱  俊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人造板机械 专业方向课 钱  俊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功能性木材 专业方向课 孙芳利 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

29 中医学省优势特色专业课程群

中医药文化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方剑乔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带你穿越中国医学史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郑洪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圣是怎样炼成的——经方
临证入门

学科基础课 曹灵勇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寻方问药纵横谈 公共课 季旭明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30 临床医学省优势特色专业课程群

医学影像学 公共课 许茂盛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妙趣横生统计学 学科基础课 郑卫军 副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神经病学 专业核心课 徐彬 主任医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

走进妇科 公共课 盛少琴 主任医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

31
医学检验技术省优势特色专业课

程群

临床血液学与输血学检验 专业核心课 许健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专业核心课 黄慧 讲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

32 商科微专业课程群

管理真功夫 专业核心课 俞荣建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互联网营销 专业核心课 楼天阳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Global Challenge 商业模
拟

专业核心课 向荣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财务分析与决策 专业核心课 任家华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32 商科微专业课程群

经济分析基础 专业核心课 刘彤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投资与理财 专业核心课 周春喜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政府治理与产业政策 专业核心课 徐越倩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商道 专业核心课 杨轶清
其他正高

级
浙江工商大学

33 经济统计学专业课程群

商务多元数据分析 专业核心课 陈钰芬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国民经济核算 专业核心课 向书坚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数理统计学 专业核心课 陈宜治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应用抽样技术 专业核心课 徐蔼婷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数据挖掘方法与应用 专业核心课 徐雪琪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预测 专业核心课 惠琦娜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34 跨境电商课程群

跨境电商概论 专业核心课 蒋长兵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跨境电商物流 专业核心课 伍蓓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跨境电商运营 专业核心课 张芮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跨境电商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专业核心课 吴功兴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跨境电商营销 专业核心课 毛郁欣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35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群

智能终端与移动应用开发 其他 彭彬 讲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实践 其他 罗荣良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其他 蔡建平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36 电子商务与营销课程群

电子商务概论
专业核心课

程
蒋文杰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管理信息系统基础
专业核心课

程
程宏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市场营销学
专业核心课

程
陈绛平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37 酒店运营管理课程群

酒店营销管理
专业核心课

程
韩振华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酒店餐饮管理
专业核心课

程
陈业玮 副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专业核心课

程
何亚岚 讲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38 企业法务课程群

企业破产法 专业核心课 王宗正 教授 温州大学

金融法 专业核心课 缪心毫 副教授 温州大学

企业法务概论 专业核心课 周湖勇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财税法 专业核心课 何平 副教授 温州大学

企业法 专业核心课 廖铭辉 副教授 温州大学



39 小教“教师教育”课程群

校本课程开发 学科基础课 孙芙蓉 教授 温州大学

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小学数
学)

专业核心课 周鹤新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数学文化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章勤琼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家庭教育艺术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周奇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教育政策法规 学科基础课 邓纯考 副高 温州大学

学生心理辅导 学科基础课 陈美芬 副教授 温州大学

Flash课件开发技能实训 学科基础课 赖文华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谭莉 讲师 温州大学

40 学前“教师教育”课程群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专业核心课 李娟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幼儿园班级管理 学科基础课 曾越 讲师 温州大学

学前基础声乐 学科基础课 杨婧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学前儿童舞蹈创编 专业核心课 郑晓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的幼儿
音乐教育

专业核心课 陈恩清 副教授 温州大学

41 幼儿园实用信息技术课程群

幼儿园微课制作实战 学科基础课 胡来林 教授 温州大学

幼儿园动画制作实战 学科基础课 张新立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幼儿园课件制作实战 学科基础课 李伟 副教授 温州大学

42 电气传动课程群

电力电子技术 专业核心课 钱祥忠 教授 温州大学

电机及拖动 专业核心课 朱翔鸥 教授 温州大学

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核心课 张正江 副教授 温州大学

43 网络工程核心课程群

计算机网络基础 专业核心课 施晓秋 教授 温州大学

无线与移动网技术 专业核心课 唐震洲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计算机网络安全 专业核心课 徐嬴颖 讲师 温州大学

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专业核心课 金可仲 讲师 温州大学

数学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方均斌 教授 温州大学

高等代数 学科基础课 杨胜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运筹学 学科基础课 谭金芝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数学分析 学科基础课 郭洪欣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数学教育技术 学科基础课 何明昌 副教授 温州大学

44 基础化学课程群

有机化学 学科基础课 夏远志 教授 温州大学



44 基础化学课程群 有机化学实验 专业核心课 余小春 副教授 温州大学

综合化学实验 创新创业课 肖洪平 教授 温州大学

45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群

材料与科学工程专业综合实
验

专业核心课 尹德武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材料科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邰玉蕾 讲师 温州大学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专业核心课 樊宏斌 高工 温州大学

46 植物生物学课程群

植物生理学 专业核心课 陶月良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植物学 学科基础课 敖成齐 副教授 温州大学

分子生物学 专业核心课 王晓锋 讲师 温州大学

47 机械设计与制造课程群

现代工程制图 学科基础课 姜锐 副教授 温州大学

机械设计 学科基础课 申允德 教授 温州大学

机械工程训练 学科基础课 潘敏辉 实验师 温州大学

48 制造系统设计技术课程群

基础工业工程 专业核心课 陈亚绒 副教授 温州大学

人因工程 专业核心课 黄沈权 副教授 温州大学

设施规划 专业核心课 付培红 副教授 温州大学

49 土木工程课程群

地基处理 专业核心课 余闯 教授 温州大学

建筑结构抗震 专业核心课 杨克家 副教授 温州大学

造价软件技能实训 专业核心课 刘瑾 高工 温州大学

50 播音主持艺术课程群

播音员主持人形象塑造 学科基础课 徐爱华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朗读艺术）创作
基础

专业核心课 王一婷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礼仪文化修养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周悦娜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51 戏剧影视艺术课程群

影视录音基础 学科基础课 石蕾 讲师 浙江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业务 专业核心课 李欣 讲师 浙江传媒学院

影视摄制专业导论 专业核心课 朱怡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电影布光技巧与创作 专业核心课 张兴 讲师 浙江传媒学院

视听语言 学科基础课 俞洁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艺术概论 学科基础课 应小敏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创造力与情感艺术 公共课 刘燕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52 新闻传播课程群

电视新闻栏目研究 学科基础课 吴生华 高级编辑 浙江传媒学院

版权贸易 专业核心课 崔波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52 新闻传播课程群

媒介素养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曾海芳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 专业核心课 周玉兰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媒介伦理与法规 学科基础课 戴冰洁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公益广告创作 专业核心课 王凌飞 讲师 浙江传媒学院

53 传媒技术课程群

大学物理 学科基础课 戴翼翔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网络媒体信息处理技术 专业核心课 栗青生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图像与视频处理 专业核心课 杜辉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游戏开发基础 专业核心课 张帆 讲师 浙江传媒学院

54 信息处理课程群

算法与数据结构 学科基础课 胡洁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数字图像处理 专业核心课 韩永华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数字信号处理 专业核心课 姚青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信号与系统 学科基础课 杜晶晶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55 微积分、方程、计算课程群

数学分析 学科基础课 王伟平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数学物理方程 专业核心课 张启峰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数值分析 专业核心课 徐映红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56 纺织类课程群

织造学 专业核心课 田伟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品设计学 专业核心课 周赳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丝纤维加工与技术 学科基础课 傅雅琴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57 创新创业类课程群

电商创业
创新创业类

课
胡剑锋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创业新手的行动指南
创新创业类

课
彭学兵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创业设计学：思维、工具和
案例

创新创业类
课

梅胜军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类

课
梅胜军 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

58 时尚品牌设计创意课程群

20世纪时尚流行文化 学科基础课 吕昉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时尚产业新论 学科基础课 孙虹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时尚流行信息解读 专业核心课 冯荟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时尚潮流与消费者 专业核心课 胡迅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时尚品牌创意构思 专业核心课 须秋洁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时尚品牌设计 专业核心课 蒋彦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59 数学基础课程群

常微分方程 学科基础课 陶祥兴 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59 数学基础课程群

数学分析 学科基础课 叶善力 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公共课 胡月 副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 公共课 朱婉珍 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线性代数 公共课 许梅生 副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60 艺术设计课程群

三维角色动画（中级） 专业核心课 徐振东 副教授 浙江科技学院

插画与漫画设计 学科基础课 林小入 讲师 浙江科技学院

61 数学类核心课课程群

信息科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覃森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常微分方程 学科基础课 谢强军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2 电气自动化课程群

电机学 专业核心课 林伟杰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力系统分析 专业核心课 罗平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 专业核心课 全宇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3 控制系统课程群

信号分析与处理 学科基础课 曹九稳 研究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工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学科基础课 张俊锋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过程控制 专业核心课 孔亚广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核心课 彭冬亮 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4 经济统计类课程群

国际商务谈判 专业必修课 黄娟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时间序列分析 专业基础课 周慧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统计学 专业基础课 王秋霞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5 电路与信号系统课程群

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学科基础课 陈龙 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 学科基础课 牛小燕 实验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号与系统 学科基础课 杨宇翔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路与电子线路1 学科基础课 顾梅园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字图像处理 专业核心课 李竹 副教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工基础 学科基础课 孔庆鹏 讲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6 临床常见病护理课程群

儿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傅圆圆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妇产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裴紫燕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精神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汪丽琪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内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洪少华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外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郑佳映 助教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67 老年健康服务课程群

老年健康信息学 专业核心课 曹世华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老年慢性病康复护理 专业核心课 郭霞珍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养老护理基础 专业核心课 王花玲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68 工程图学与CAD课程群

UG NX 三维造型 专业核心课 倪虹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工程制图Ⅰ 学科基础课 吴小涛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工程制图Ⅱ 学科基础课 顾勇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制图CAD 专业核心课 姜杰凤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69 基础化学课程群

分析化学 学科基础课 章芸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无机化学 学科基础课 李伟东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有机化学 学科基础课 王磊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70 音视频节目制编播课程群

播音主持案例解读 学科基础课 李聪聪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音频制作基础 学科基础课 余晴航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音视频节目解构 专业核心课 陈博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71 临床医学类课程群

诊断学 专业核心课 朱佩琼 副教授 杭州医学院

外科手术学 专业核心课 周雅 讲师 杭州医学院

72 护理学类课程群

内外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赵小萍 讲师 杭州医学院

急危重症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叶昌华 讲师 杭州医学院

73 小学教育现代化课程群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 公共课 邱相彬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公共课 胡水星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教育研究方法 专业核心课 方玺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专业核心课 张蓓蓓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74 中外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专业基础课 杜瑞华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古典名篇赏读 专业基础课 周期政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文学作品选读 专业基础课 李葛送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75 语言学课程群

语言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 王刚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古代汉语基础 专业核心课 王国珍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76 综合日语课程群

基础日语 专业核心课 宋琦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高级日语 专业核心课 张永平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77 跨文化英语思辨读与写课程群

英语阅读与写作 专业核心课 姚丽华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77 跨文化英语思辨读与写课程群

英语写作 专业核心课 王学文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78 声乐教育课程群

基础声乐 专业核心课 安小梅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声乐演唱 专业核心课 贾万银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79 应用数学课程群

常微分方程 专业核心课 韩祥临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基础课 唐矛宁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0 分析学系列课程群

数学分析（1） 专业核心课 周立芳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数学分析（2） 专业核心课 吕小芬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数学分析（3） 专业核心课 樊云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复变函数 专业核心课 唐笑敏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1 物理基础课程群

物理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沈建民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电磁学 专业核心课 刘艳鑫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热学 专业核心课 沈彩万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力学 专业核心课 王小保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2 理论物理课程群

热力学统计物理 专业核心课 穆成富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理论力学 专业核心课 邱为钢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电动力学 专业核心课 朱祥荣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3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群

模拟电路及实验 专业核心课 孙宇梁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电工学 专业基础课 王永佳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数字电路 专业核心课 黄文华 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4 光电材料与器件课程群

固体照明 专业核心课 庞涛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材料科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吴璠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半导体物理 专业核心课 吕文辉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太阳能电池 专业核心课 李小怡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固体物理 专业核心课 谢建平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85 程序设计课程群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基础课 黄旭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Python程序设计 专业核心课 朱绍军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86 绿色智能制造课程群

测试技术与传感器 其他 张梁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专业基础课 张清珠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学 专业基础课 管珣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86 绿色智能制造课程群

工程材料与形成技术基础 专业基础课 徐云杰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7 淡水鱼类增养殖学课程群

池塘养鱼学 专业核心课 赵建华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内陆水域水产增殖学 专业核心课 王宇庭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8 人体形态诊断学课程群

诊断学 专业核心课 董颖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专业核心课 于宏伟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病理学 专业核心课 张婷 副教授 湖州师范学院

89 国际汉语教育课程群

国际学生中国文化概况 公共课 潘尹逸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国际学生综合汉语（零起
点）

专业基础课 宋珊珊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

90 护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 课程群

护理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李莎莎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护理临床思维与技能训练 专业核心课 王阿凤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护理学导论 专业基础课 吴崇雯 讲师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91 软件开发课程群

Oracle 数据库应用 专业核心课 龚晓君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WEB 前端开发技术 专业核心课 舒亚非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WEB 应用程序设计（.NET） 专业核心课 林菲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WEB 应用程序设计（JAVA） 专业核心课 徐争前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专业核心课 黄彬彬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库系统原理（甲） 专业核心课 傅婷婷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用户体验设计 专业核心课 邢白夕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92 计算机类专业核心课程群

编译原理 专业核心课 黄孝喜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操作系统 专业核心课 赵伟华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操作系统课程实践 专业核心课 赵伟华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程序设计基础 学科基础课 马虹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程序设计综合实践 学科基础课 林菲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 专业核心课 章复嘉
高级实验

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专业核心课 冯建文 副教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结构 专业核心课 徐翀 讲师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93 省一流学科-生态学课程群

环境心理学 学科基础课 戴庆敏 副教授 丽水学院

园林设计初步 专业核心课 杨承清 讲师 丽水学院

养生园艺 公共课 张燕 讲师 丽水学院



94 小学教育课程群

现代教育技术 学科基础课 潘巧明 教授 丽水学院

教师口语 专业核心课 陈昕 副教授 丽水学院

小学英语教学论 学科基础课 谢清 讲师 丽水学院

95 民族音乐课程群

畲族舞蹈 专业核心课 陈琳 副教授 丽水学院

民族声乐 专业核心课 黄丽群 副教授 丽水学院

96 财务分析与决策课程群

财务分析 专业核心课 仲春梅
高级会计

师
宁波财经学院

金融市场学 专业核心课 姚鸟儿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证券投资 专业核心课 苏赛尔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财务决策综合模拟 其他 仲春梅
高级会计

师
宁波财经学院

97 家族财富管理课程群

家族企业文化 其他 李繁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家族财富管理概论 其他 朱玲 助教 宁波财经学院

98 财务与管理会计课程群

税法 专业核心课 王春儿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成本管理会计 专业核心课 施祝君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基础会计学 学科基础课 陈柏成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99 交互设计课程群

动态设计基础 专业核心课 吕焕琴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交互界面设计 专业核心课 苏青山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招贴广告设计 专业核心课 俞奕秋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包装设计 专业核心课 陈欢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100 企业微电影课程群

中外电影史 学科基础课 张利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影视摄像 学科基础课 吴沁尧
高级工程

师
宁波财经学院

企业宣传片策划与制作 专业核心课 毛逸源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企业微电影 专业核心课 高建华
高级工程

师
宁波财经学院

101 大宗商品流通课程群

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理论与实
务

专业核心课 徐默莅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大宗商品交易实战 专业核心课 周巧萍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专业核心课 陈改改 助教 宁波财经学院

102 机械基础课程群

机器测绘 学科基础课 朱火美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工艺 专业核心课 赵晓云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机械原理与设计 学科基础课 胡晔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103 创新创业课程群

创业学
创新创业类

课
徐萍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103 创新创业课程群

创新管理
创新创业类

课
贾学芳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应用统计学
创新创业类

课
张巧巧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商业价值发现与项目选择
创新创业类

课
黄涛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市场调研与预测
创新创业类

课
刘静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创新创业类

课
何静 讲师 宁波财经学院

连锁与创业
创新创业类

课
唐雪莲 副教授 宁波财经学院

104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课

程群

安装工程造价 专业核心课 巩学梅 副教授 宁波工程学院

 暖通空调工程系统设计 学科基础课 魏莉莉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英语

学科基础课 邵璟璟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建筑冷热源 学科基础课 张丽娜 副教授 宁波工程学院

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 专业核心课 武校刚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105 省管理学重点学科课程群

财务管理基础 学科基础课 蔡荣江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全英语）

学科基础课 徐璐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商业微积分 学科基础课 王益明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专业核心课 郭春荣 副教授 宁波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实务 专业核心课 唐连生 教授 宁波工程学院

106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课程群

仪器分析实验 学科基础课 贾志舰 副教授 宁波工程学院

无机及分析化学 学科基础课 李秋平 讲师 宁波工程学院

107 机械制造课程群

机械制造基础 学科基础课 吴明明 副教授 衢州学院

电工技术基础 学科基础课 张雪莲 副教授 衢州学院

机床电气控制与PLC 专业核心课 徐惠敏 副教授 衢州学院

108 房屋建筑课程群

施工技术 专业核心课 谢咸颂 副教授 衢州学院

建筑构造 学科基础课 曹冬梅 讲师 衢州学院

109 会计实践课程群

会计手工实务 专业核心课 冯晓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会计信息系统 专业核心课 马雪英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会计综合拓展实务 专业核心课 邵毅平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10 财政学专业课程群

政府会计 专业核心课 李媛媛 讲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政府预算 专业核心课 陈祥槐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中国税制 专业核心课 刘颖 副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11 水利工程核心课程群

水工建筑物 专业核心课 周建芬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工程水文学 专业核心课 王蕙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 专业核心课 吴胜文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2 电气工程省特色专业课程群

自动控制原理 专业基础课 蔡建平 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交流调速系统 专业课 姚玮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专业课 张桂兰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计算机控制技术
专业核心课

程
梅从立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专业基础课 张国琴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电气控制及PLC 专业核心课 杨启尧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3 机自核心课程群

电气控制与PLC 专业核心课 王红梅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机械设计 专业核心课 邓成钢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机器人技术 专业核心课 徐高欢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4
新兴特色专业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群

国际商务 专业核心课 李曼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管理学 专业基础课 郑书莉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专业核心课 魏佳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中小企业管理 专业核心课 王惠利 讲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5 软件工程新兴特色专业课程群

离散数学 学科基础课 李岚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数据库概论 学科基础课 胡文红 副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Java EE应用开发 专业核心课 吴建玉
教授级高

工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程序设计与语言逻辑 学科基础课 张海波 教授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16 汉语言文学课程群

写作 基础课 西慧玲 教授 台州学院

应用写作 公共课 郭建利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新闻采编 创新类课 宋涵慧 讲师 台州学院

自媒体运营与活动策划 创新类课 黄莉 讲师 台州学院

117 生态学课程群

科学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贺建东 讲师 台州学院

动物学 专业核心课 梁仁杰 副教授 台州学院

分子生物学 专业核心课 张慧娟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环境监测 专业核心课 江锦花 教授 台州学院

生化工程 专业核心课 杨仲毅
高级工程

师
台州学院



117 生态学课程群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专业核心课 蒋茹 副教授 台州学院

地球与空间科学 专业核心课 王晓燕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环境工程原理 专业核心课 章志成 讲师 台州学院

动物生物学 专业核心课 白义 副教授 台州学院

118 控制科学与工程课程群

电气工程专业导论与规划 专业基础课 赵海龙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导论与规
划

专业基础课 雷必成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模拟电子电路 专业核心课 孙运旺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电气工程基础 专业核心课 赵海龙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电机与拖动基础 专业核心课 苏娜 讲师 台州学院

电力电子技术 专业核心课 苏娜 讲师 台州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专业核心课 林忠英 讲师 台州学院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技术 学科基础课 雷必成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电子线路CAD 专业限选课 陈跃 讲师 台州学院

数字图像处理 学科基础课 何鹏 教授 台州学院

科技创新史与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

创新创业类
课

胡勇坚 副教授 台州学院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 专业核心类 杜雷 教授 台州学院

生产计划与控制 专业核心类 赖李李 讲师 台州学院

项目管理 专业核心类 张勇 讲师 台州学院

计算机网络 专业核心课 陈盈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线性代数 公共课 夏志乐 讲师 台州学院

经济数学-微积分 公共课 黄建平 讲师 台州学院

工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公共课 梁云琴 讲师 台州学院

数学实验 专业核心课 王洁 讲师 台州学院

11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课程群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专业核心课 谢奔 讲师 台州学院

材料现代测试技术 专业核心课 闫瑞强 副教授 台州学院

高分子物理 专业核心课 王庆丰 副教授 台州学院

高分子化学 专业核心课 何冰晶 副教授 台州学院

120 制药工程课程群

仪器分析 学科基础课 唐守万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物理化学及实验 学科基础课 吴俊勇 副教授 台州学院



120 制药工程课程群

无机及分析化学 学科基础课 陈素清 副教授 台州学院

药事管理学 其他 刘古月 讲师 台州学院

121 化学工程与技术课程群

物理化学实验 学科基础课 闫华 副教授 台州学院

分析化学 专业核心课 黄凌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物理化学 专业核心课 金燕仙 教授 台州学院

1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课程群

流体力学基础 专业核心类 陈子云 讲师 台州学院

电工电子技术 基础课 李军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液压与气压传动 专业核心类 倪君辉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材料力学 基础课 徐锋 讲师 台州学院

理论力学 专业核心类 秋朋园 讲师 台州学院

计算机三维技术基础 学科基础课 劳立明 讲师 台州学院

数控加工技术 专业核心类 林朝斌 讲师 台州学院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专业核心类 孙宝军 副教授 台州学院

传感与检测技术 专业核心类 王立标 讲师 台州学院

叶片泵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
析

专业核心类 王正初 讲师 台州学院

机械设计 基础课 张莉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数字逻辑电路及实验 专业核心类 张勇超 讲师 台州学院

画法几何 基础课 周芬芬 讲师 台州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专业核心类 范剑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机械原理 专业核心类 方淳 讲师 台州学院

机械制造基础 基础课 夏如艇 教授 台州学院

123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课程群

道路勘测设计 专业核心课 刘子振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桥梁评定与加固技术 专业核心课 金 辉 教授 台州学院

124 护理学课程群

正常人体形态学 专业核心课 陈永峰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生物化学 专业基础课 龚莎莎 讲师 台州学院

护士人文修养 专业选修课 李翠萍 讲师 台州学院

医学史话（护理学课程群） 公共课 莫选荣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护理科研 专业选修课 刘晓红 讲师 台州学院

急危重症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吴丽娟 副教授 台州学院



124 护理学课程群 外科急腹症护理 专业核心课 王雪玲 讲师 台州学院

护理伦理学 专业核心课 赵春娟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护理学基础实训 专业核心课 胡伟玲 讲师 台州学院

健康评估 专业核心课 王欣鹃 讲师 台州学院

护理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梁珍红 副教授 台州学院

积极心理学：人格与成长 公共课 黄芳 教授 台州学院

内科护理学 专业核心课 童林根 讲师 台州学院

125 材料科学与工程课程群

材料成形原理 专业核心课 方志刚 副教授 台州学院

材料成形设备 专业核心课 周振平 讲师 台州学院

模具CAD/CAM 专业核心课 薛娜 讲师 台州学院

模具制造工艺 专业核心课 戴晟 副教授 台州学院

冷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专业核心课 程虎 讲师 台州学院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 专业核心课 叶能永 讲师 台州学院

金属塑性成形有限元技术及
应用

专业核心课 叶能永 讲师 台州学院

金相检验 专业核心课 霍颜秋 讲师 台州学院

材料力学性能 专业核心课 付亚波 副教授 台州学院

126
国贸专业营销沟通类课程英文授

课课程群

市场营销学 其他 钱晨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销售学原理 其他 赵银德 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商务与管理沟通 其他 陈珧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市场营销 其他 周超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外贸函电 其他 杨灵灵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27 商务英语课程群

商务英语视听说 专业核心课 郭安琪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高级商务英语 专业核心课 何习尧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务导论 专业核心课 陆海霞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英美国家社会与文化 专业核心课 杜娟娟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28 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化传承课程群

古代汉语 学科基础课 马丽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汉字学 专业核心课 李倩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训诂学 专业核心课 李妍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29
突出外语核心，服务一带一路的
跨文化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

群

基础西班牙语 专业核心课 陈铧璐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29
突出外语核心，服务一带一路的
跨文化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

群

西班牙语语法 专业核心课 李鹿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专业核心课 刘广璐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国家国情与风俗文
化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李鹿、刘广
璐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 专业核心课 刘冬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经贸西班牙语 专业核心课 潘金欣 助教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0 英语写作课程群

基础写作 学科基础课 冯扬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创意写作 其他 黄艳春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论文写作 专业核心课 齐彬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1 “汉德语言文化”课程群

德国语言文化概况 专业选修课 咸佩心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德语讲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专业选修课 咸佩心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汉德语言文化与思维认知对
比

专业选修课 咸佩心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2 商品检验课程群

仪器分析 专业核心课 冯启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无机化学（一） 专业基础课 王莉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有机化学 专业基础课 张一平 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分离与分析技术 专业核心课 倪婉敏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物理化学 专业核心课 徐羽展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3
国贸专业经济学基础类课程英文

授课课程群

计量经济学 学科基础课 邵建春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宏观经济学 学科基础课 刘钢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金融 专业核心课 尹靖华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4 旅游学专业课程群

饭店管理概论 学科基础课 王敏娴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服务管理 学科基础课 乔桂强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旅游学概论 学科基础课 朱光良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旅游地理 学科基础课 林晓桃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旅游电子商务 学科基础课 蔡依萍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5 中国文化概论多语种课程群

中国文化概论（西班牙语） 其他 刘冬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俄语） 其他 孔琳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葡萄牙语） 其他 王小月 助教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德语） 其他 咸佩心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概论（意大利语） 其他 周梦琪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5 中国文化概论多语种课程群

中国文化概论（法语） 其他 孟玉秋 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6 小学教育课程群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吴卫东 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班主任工作 专业核心课 李涛 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邵艳红 高级讲师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汪潮 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公共课 石其乐 副教授 浙江外国语学院

137 语言学课程群

语言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 张先亮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修辞学与语文教学
教师教育特

色课
傅惠钧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古代汉语常识精讲 专业核心课 黄沚青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训诂学 专业课 殷晓杰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训诂学与语文教学
教师教育特

色课
景盛轩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138
英语教师核心

素养课程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用
英语讲中国故事(指尖上的

浙江)

公共课 洪明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英
语语法

学科基础课 俞燕明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之外语学
习理论

专业核心课 胡伟杰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辩
论与沟通

专业核心课 朱玲佳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文
体学与英语教学

专业核心课 张亚萍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外
语教学研究

专业核心课 胡萍萍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语
言测试

专业核心课 冯妙玲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演
讲与口才

专业核心课 章莉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跨
文化交际

专业核心课 郑晓红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教师核心素养课程之批
判性阅读

专业核心课 何晓东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139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几何课程群

微分几何 专业核心课 沈自飞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解析几何 学科基础课 杨敏波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高等几何 专业选修课 朱伟义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140
软件工程专业

课程群

物联网导论 专业核心课 王晖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专业核心课 丁智国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操作系统 专业核心 段正杰 讲师 浙江师范大学

141
物理学专业课

程群

高等数学（物理学类专业） 公共课 许学军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力学 专业核心课 陈赵江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141
物理学专业课

程群
普通物理实验 学科基础课 邬汝宽 实验员 浙江师范大学

近代物理实验 学科基础课 斯剑霄
高级工程

师
浙江师范大学

142
电子信息类工程基础专业核心课

程群

数字电路 专业核心课 张长江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模拟电子技术 专业核心课 沈建国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可编程器件与VHDL 专业核心课 赵翠芳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通信原理 专业核心课 陈丽娜 副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143 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群

体育教学论 专业核心课 吴本连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运动解剖学 学科基础课 许云霞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 专业基础课 王平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学 专业核心课 卢竞荣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运动营养学 专业核心课 徐晔珊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144 电子商务类前沿课程群

金融科技与新金融
创新创业类

课
张树人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跨境电商B2B实务 专业核心课 柯丽敏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商务数据分析 专业核心课 张子柯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145 史学核心素养示范课程群

世界文明史（现代史部分）
专业核心课
、公共课

马丁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美国崛起的故事——美国的
历史与文化

专业核心课
、公共课

马丁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明清皇帝评说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余清良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史
学科基础课
、专业核心

课

丁贤勇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146 视野与方法：文学作品的鉴赏

大学语文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李靓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唐宋诗词名作鉴赏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刘婷婷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 学科基础课 叶志衡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小说艺术解密
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课

洪治纲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147 社区健康管理与护理课程群

护理管理 专业课 钱英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健康促进 专业课 章彩芳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社区护理学 专业课 李冬梅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社区人群健康管理 专业课 朱雪娇 讲师 杭州师范大学

疼痛护理学 专业课 童莺歌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