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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浙高教学会〔2019〕22号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公布 
2019 年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 
优秀案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 

根据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开展 2019 浙江省本科院校

“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和示范课堂评选的通知》（浙高教学会

〔2019〕18 号），经各相关高校积极组织、申报和推荐，学会组

织专家评审，并经公示无异议，最终确定浙江大学郑晓冬的《食

品安全》等 60门课程为特等奖，中国美术学院周刚的《解画水彩》

等 100门课程为一等奖，浙江工业大学吴石金的《生物化学》等

168门课程为二等奖，共计 328门课程入选 2019年浙江省本科院

校“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具体名单详

见附件。 

请获奖课程负责人继续按“金课”建设要求努力建好课程，

加大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推进教学模式改革，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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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效果和课程质量不断提升，为申报国家和省级“一流课

程”打好基础。 

 

附件: 2019年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 教学”优秀案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获奖名单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9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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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获奖名单 

 
申报课程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特等奖 

食品安全 郑晓冬 浙江大学 

教学理论与设计 刘徽 浙江大学 

管理学 邢以群 浙江大学 

宋词经典研读 陶然 浙江大学 

小提琴艺术 周聪 浙江大学 

寄生虫与人类健康 杜爱芳 浙江大学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姚缨英 浙江大学 

微积分 苏德矿 浙江大学 

博弈论基础 蒋文华 浙江大学 

工程伦理导论 丛杭青 浙江大学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 孙建强 浙江工业大学 

工程经济 虞晓芬 浙江工业大学 

土力学与土质学 许四法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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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文明 刘昌玉 浙江师范大学 

西方音乐艺术 王蕾 宁波大学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C 陈叶芳 宁波大学 

时尚与品牌 刘丽娴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流行分析与预测 任力 浙江理工大学 

电路与电子线路 2 刘圆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韩建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企业危机管理 向荣 浙江工商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李梦云 浙江工商大学 

植物生物学 蔡冲 中国计量大学 

生理学 印媛君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海岛野外生存 傅纪良 浙江海洋大学 

传统国学与社会人生 余全介 浙江海洋大学 

园艺植物栽培学 朱祝军 浙江农林大学 

管理学原理 李文川 浙江农林大学 

眼科学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 

ERP模拟演练 叶舟 浙江财经大学 

物理化学 张立庆 浙江科技学院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 王一婷 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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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刘小晶 嘉兴学院 

国际金融（全英） 尹靖华 浙江外国语学院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钱裕禄 浙江万里学院 

建筑制图 赵欣 浙江树人学院 

英美文化 骆蓉 杭州师范大学 

数学学科教学论 叶立军 杭州师范大学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施晓秋 温州大学 

中学生物教学论 林国栋 温州大学 

电子技术 1 赵伟强 绍兴文理学院 

机械设计 魏玉兰 湖州师范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范剑 台州学院 

身边的眼科学 朱莉 丽水学院 

数控技术 郑书华 宁波工程学院 

公安行政法学 I 薛姣 浙江警察学院 

跨文化交际 余卫华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李晓蕾 宁波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陈宏 宁波财经学院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孙咏梅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护理基础 朱修文 杭州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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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与实验 颜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自动控制理论 杜鹏英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包装机械设计 高德 
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唐若玥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工程概预算 舒美英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 

医学生物化学 毛孙忠 
温州医科大学 

仁济学院 

电商美工 金贵朝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 

设计创意思维方法 李睿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电路分析基础 卢飒 
中国计量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 

一等奖 

现代管理基础 邢以群 浙江大学 

电网络分析 姚缨英 浙江大学 

生理科学实验 沈静 浙江大学 

天气学原理 舒守娟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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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学 费少梅 浙江大学 

设计思维与创新设计 张克俊 浙江大学 

中国蚕丝绸文化 杨明英 浙江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帼奋 浙江大学 

体育舞蹈 钱宏颖 浙江大学 

系统解剖学(全英文） 张晓明 浙江大学 

解画水彩 周刚 中国美术学院 

进入现场—— 

景观建筑学初步 
曾颖 中国美术学院 

明式家具赏析 彭喆 中国美术学院 

热工基础 杨臧健 浙江工业大学 

大学化学基础 夏盛杰 浙江工业大学 

师范英语口语 骆传伟 浙江师范大学 

ACCOUNTINGPRINCIPLES 罗素清 浙江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概论 朱宗顺 浙江师范大学 

电子白板的 

交互式教学应用 
张家华 浙江师范大学 

商法总论 赵意奋 宁波大学 

广告学概论 汤志耘 宁波大学 

宏观经济学 朱一鸿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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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I（英文） 高雪芬 浙江理工大学 

法理学 胡瓷红 浙江理工大学 

基础设计 林璐 浙江理工大学 

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陈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电路与系统 林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大学英语精读 刘晓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 罗金明 浙江工商大学 

互联网思维 项益鸣 浙江工商大学 

微信小程序 

从入门到实践 
诸葛斌 浙江工商大学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王颖 中国计量大学 

电路与电子技术实验 吴霞 中国计量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邹海雷 中国计量大学 

中医学概论 范永升 浙江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 来燕 浙江中医药大学 

认识中药 黄真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童培建 浙江中医药大学 

物理学与世界进步 宿刚 浙江海洋大学 

职场礼仪 龚鹰 浙江海洋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丁丽霞 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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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 刘庆坡 浙江农林大学 

园林花卉文化与鉴赏 顾翠花 浙江农林大学 

医学实验机能学 陈然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伦理学 陈勰 温州医科大学 

大学英语 章艳乐 温州医科大学 

产业经济学 柴志贤 浙江财经大学 

大学英语听说 邱瑜毅 浙江财经大学 

运营管理 邬雪芬 浙江财经大学 

影视动画剧本创作 杨成 浙江科技学院 

供电工程 何致远 浙江科技学院 

世界摄影史 祖宇 浙江传媒学院 

视听语言 俞洁 浙江传媒学院 

生物化学 徐煌 嘉兴学院 

新闻英语 姜希颖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方音乐的多文化视角 陈晶 浙江外国语学院 

物流学基础 刘利民 浙江万里学院 

商务笔译 陈娟 浙江万里学院 

水污染控制工程 陈雪松 浙江树人学院 

小学语文教学设计 吕映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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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基础 程素萍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傅德田 杭州师范大学 

施工技术 谢咸颂 衢州学院 

微生物学 尹军霞 绍兴文理学院 

高级语言 黄龙军 绍兴文理学院 

纺织材料学 奚柏君 绍兴文理学院 

英语读写 姚丽华 湖州师范学院 

世界经济概论 曹永峰 湖州师范学院 

材料力学 徐锋 台州学院 

分析化学 黄凌 台州学院 

教师口语 陈昕 丽水学院 

环境心理学 戴庆敏 丽水学院 

国际商务英语 

（口语与听力） 
莫群俐 宁波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 陈萌 宁波工程学院 

催眠理论与实践 张伟诗 浙江警察学院 

英语语音 周玉华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太极拳与养生 贾鹏飞 宁波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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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写作 何三凤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西方音乐史 杨九华 浙江音乐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仇容 杭州医学院 

生物化学 王黎芳 杭州医学院 

国际金融 彭华 温州商学院 

桥梁总体设计 彭卫 
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 

建筑模型设计 刘骜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 

Office高级应用 倪应华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袁利永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 

大学物理 B 彭雪峰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实用英语写作 董银燕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程序设计基础 

（JAVA语言） 
周梦熊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国际营销实训 姚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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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 蓝庆青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 

动画运动规律 陈建君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 

供应链管理 王姗姗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局部解剖学 崔怀瑞 
温州医科大学 

仁济学院 

内科护理学 沈勤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生物工艺学 葛立军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单片机技术 安康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 

ERP沙盘模拟 刘蕾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财政学 张雪平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电子政务 姚莉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二等奖 

创新管理 郑刚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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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概论 韦路 浙江大学 

唐诗经典研读 胡可先 浙江大学 

分子医学实验 赵鲁杭 浙江大学 

物理光学实验 林远芳 浙江大学 

药物与健康 吴昊姝 浙江大学 

兽医药理学 姜中其 浙江大学 

先秦诸子思想 何善蒙 浙江大学 

生物化学 吴石金 浙江工业大学 

工程图学 李俊源 浙江工业大学 

益智游戏与科学思维 艾宁 浙江工业大学 

微生物学 汪琨 浙江工业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 南余荣 浙江工业大学 

教学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王小明 浙江师范大学 

性健康教育 吴东红 浙江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实务 阮高峰 浙江师范大学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郑忠龙 

丁智国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物理方法 李慧军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阅读与写作 余玲丽 宁波大学 

组织学与胚胎学 李燕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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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冯铁山 宁波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 徐晓雄 宁波大学 

商品检验 干宁 宁波大学 

企业文化 孙虹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 胡明 浙江理工大学 

口语与写作 陈芙 浙江理工大学 

创业基础课程 梅胜军 浙江理工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郑显理 浙江理工大学 

数学实验 覃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网络 徐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吴新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操作系统（甲） 赵伟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运营管理 李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水与人类生活 楼菊青 浙江工商大学 

摄影艺术概论 周志平 浙江工商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郭洪芹 浙江工商大学 

艺术与审美—— 

设计与生活 
张世月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学 李海涛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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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 倪旭前 中国计量大学 

外科护理学 王俊杰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护肤理论与技术 马丽俐 浙江中医药大学 

妇产科学 盛少琴 浙江中医药大学 

操千曲而后晓声———

经典声乐作品 
胡蝶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药炮制学 梁泽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浪尖上的海洋体育——

海上救援 
茅勇 浙江海洋大学 

影视海洋—— 

摄像与后期制作技术解密 
任文轩 浙江海洋大学 

攀岩 魏汝领 浙江海洋大学 

石油炼制工程 杨淑清 浙江海洋大学 

中级财务会计 杨丽霞 浙江农林大学 

户外运动 周红伟 浙江农林大学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刘丽娟 浙江农林大学 

农业气象学 张方方 浙江农林大学 

山水影像制作与欣赏 吕聃 浙江农林大学 

妇产科学 朱雪琼 温州医科大学 

医用有机化学 杨丽珠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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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 王万铁 温州医科大学 

药理学 陈冰冰 温州医科大学 

国际金融 鲁莹 浙江财经大学 

财政学 童幼雏 浙江财经大学 

房地产估价 李蔚 浙江财经大学 

政治学原理 操世元 浙江财经大学 

信托与租赁 阎晓春 浙江财经大学 

民事诉讼法学 孟涛 浙江财经大学 

微生物学 魏培莲 浙江科技学院 

插图与漫画设计 林小入 浙江科技学院 

浙商解读与创业实践 陈思静 浙江科技学院 

影视剪辑 李琳 浙江传媒学院 

游戏数学与物理 徐芝琦 浙江传媒学院 

数字剪辑 王寒冰 浙江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业务 李欣 浙江传媒学院 

电脑三维设计 许建锋 浙江传媒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顾国松 嘉兴学院 

语文教学设计与 

技能训练 
路冬梅 嘉兴学院 

钢结构设计原理 孙德发 嘉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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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韩国语 

（韩文那些事儿） 
丁斓斓 嘉兴学院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概论 郭筠 浙江外国语学院 

日本语概论 陈文君 浙江外国语学院 

经贸意大利语（一） 马素文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物流 高雅娟 浙江万里学院 

供配电技术 姚竞红 浙江万里学院 

陈设艺术设计 陈怡 浙江万里学院 

风景园林专业创业目标

市场指导 
徐志强 浙江万里学院 

建筑设计 方勇锋 浙江万里学院 

云计算工程 陈秋霞 浙江树人学院 

生物化学(双语) 王颖 浙江树人学院 

测量学 吴章土 浙江树人学院 

成本会计 黄嫦娇 浙江树人学院 

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汝海龙 杭州师范大学 

环境化学实验 朱维琴 杭州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 杨俊锋 杭州师范大学 

钢琴教学法 王晓佳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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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

就业指导 
朱丽莉 温州大学 

国际结算 马媛 温州大学 

中国文化概论 许青 温州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卓圣 衢州学院 

网页设计 龚文芳 衢州学院 

几何画板 叶德华 衢州学院 

建筑构造 曹冬梅 衢州学院 

黄酒文化与鉴赏 彭祺 绍兴文理学院 

电子商务 董德民 绍兴文理学院 

系统解剖学 董梁 绍兴文理学院 

中外教育简史 王玉生 绍兴文理学院 

人体解剖学 张博 湖州师范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胡水星 湖州师范学院 

病理学 张婷 湖州师范学院 

乒乓球运动 王学生 湖州师范学院 

高等数学 B1 吉梗 台州学院 

环境监测 江锦花 台州学院 

计算机网络 陈盈 台州学院 

小学英语教学论 谢清 丽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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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C1 吴慧伶 丽水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吴春莺 丽水学院 

油库设计与管理 张金亮 宁波工程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苏日娜 宁波工程学院 

微积分 I 王海亮 宁波工程学院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管满泉 浙江警察学院 

女子应急防身术 沈素娟 浙江警察学院 

艺术这回事 楼徐燕 浙江警察学院 

高级英语视听说 陈霞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日本国家概况 汪洋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旅游俄语 吴彦秋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朝鲜（韩国）语听力 1 周子又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大宗商品交易实战 周巧萍 宁波财经学院 

自然科学导论 王振彦 宁波财经学院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 黄伟朵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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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应用——

Revit建模基础 
孙仲健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物流运筹学 周登峰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褚美芬 杭州医学院 

医学机能实验学 朱一亮 杭州医学院 

创新创业经营决策与管理 戴晓震 温州商学院 

大学英语 王怡 温州商学院 

跨境电商创业 黄晓芯 温州商学院 

金融学 胡滨 温州商学院 

古典哲学与现代生活 张鑫焱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电机与拖动 王雪洁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英语演讲入门—— 

技巧与实践 
洪一鸣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罗荣良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现代金融学 丁宁 
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 

工程合同管理 吴萍 
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 

线路工程 李海锋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基础会计(含实训) 李国芳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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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课程设计 邱鹏飞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顾雅君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基础会计 傅萌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 

大学英语阅读 韦杏雨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姜艳艳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 

投资银行学 

（理论和实训教学） 
王永生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 

制图与透视学 谭晶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 

工程图学 李晓梅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 

民法学 1：总论（民法

总论） 
庞欢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工业产品开发概论 蒋亚南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大学英语 3 戴清娥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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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原理 陈翔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张晓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学——创新“三分

法”教学案例 
杨甦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货币银行学 李敏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 

现代管理软件应用 向永胜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统计学 卢俊峰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中级财务会计 赵开琴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数控加工技术 何洋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刘福泉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 

休闲概论 华钢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 

写作 李建录 
湖州师范学院 

求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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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 黄朝阳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 

企业管理仿真实训 金伟林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财会职业规划与创业 

就业指导 
冯晓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金融活动模拟体验 胡军辉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中国税制 朱计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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