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浙高教学会〔2020〕1 号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关于公布2019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

示范课堂遴选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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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相关高校自主组织和评选，

评选结果报备省高教学会秘书处，并经高教处审核同意，拟

确定浙江大学章宏“跨文化传播”等258门课程入选2019浙

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示范课堂，具体名单详见附

件，现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教师继续努力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更好融

合，打造好“五联网+教学”示范课堂。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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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 教学”示范课堂获奖名单

（学校内部排名不分先后）

课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校

跨文化传播 章宏 浙江大学

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概论 田传浩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尤云弟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赵晖 浙江大学

基础化学实验I 曾秀琼 浙江大学

热工实验 俞自涛 浙江大学

虚拟制冷教学实践 王勤 浙江大学

暖通与空调 张绍志 浙江大学

电路与电子技术I 姚缨英 浙江大学

材料力学实验 王惠明 浙江大学

无线网络应用 张昱 浙江大学

口腔组织病理学 胡济安 浙江大学

有机化学（双语） 王红 浙江工业大学

高等数学（双语） 张冬梅 浙江工业大学

电工技术基础 吴根忠 浙江工业大学

C++程序设计 毛国红 浙江工业大学

高分子科学实验 陈思 浙江工业大学

生物化学 汤晓玲 浙江工业大学

模型语言 宋扬 浙江工业大学

微生物学 钟卫鸿 浙江工业大学

视听语言 余韬 浙江师范大学

敦煌文学艺术 张磊 浙江师范大学

机器人通用技术 贺新升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 夏琼 浙江师范大学

高级英语读写译 骆巧丽 浙江师范大学

特殊需要儿童发展与教育 林云强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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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 徐晓丹 浙江师范大学

土壤地理学 于红梅 浙江师范大学

沟通智慧 赵振宇 宁波大学

分析化学 谢洪珍 宁波大学

微观经济学（全英文） 郑凌燕 宁波大学

阅读与写作3 励哲蔚 宁波大学

工程经济学 项薇 宁波大学

公众史学 钱茂伟 宁波大学

金融学 邱波 宁波大学

欧洲建筑艺术 包伊玲 宁波大学

纺织品CAD 祝成炎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近代史纲要 王艳娟 浙江理工大学

人机工程学 张祖耀 浙江理工大学

词汇学概论 吴蓓蓓 浙江理工大学

微积分（高等数学B） 马晓艳 浙江理工大学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鲍佳 浙江理工大学

社会学与生活 朱麟飞 浙江理工大学

细胞生物学 于威 浙江理工大学

劳动关系与劳动政策 黄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磁场与电磁波 周雪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结构（甲） 徐翀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新闻采访与写作 江黎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数据库系统原理（甲） 傅婷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张祥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杨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投资学原理 田穗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创新管理与新产品开发 王雅娟 浙江工商大学

管理学原理 岑杰 浙江工商大学

运筹学及其应用 李珏 浙江工商大学

国际金融学 方霞 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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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改变生活 张卫斌 浙江工商大学

城市管理学 周德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郭飞 浙江工商大学

交互设计 贺程飞 浙江工商大学

数字逻辑电路 米红妹 中国计量大学

光学原理 李晨霞 中国计量大学

电磁学 焦志伟 中国计量大学

人因工程学 余琦玮 中国计量大学

无机及分析化学 黄丽红 中国计量大学

植物细胞与组织培养 蔡冲 中国计量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卢建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

生理学 方燕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学统计学 郑卫军 浙江中医药大学

妇产科护理学 屠乐微 浙江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基础 王莹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 张婷 浙江中医药大学

实验仪器学 何洁 浙江中医药大学

会计学原理 吴美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微生物学 刘雪珠 浙江海洋大学

渔用材料力学 王飞 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导论 邓尚贵 浙江海洋大学

化工原理 陈英 浙江海洋大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 杨最素 浙江海洋大学

植物学 马玉心 浙江海洋大学

设施园艺学 徐凯 浙江农林大学

药用花卉赏析 白岩 浙江农林大学

土壤学 徐秋芳 浙江农林大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 王军 浙江农林大学

园林树木学 何云核 浙江农林大学

管理学原理 张国庆 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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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经营与管理 杨小竹 浙江农林大学

兽医外科手术学 邵春艳 浙江农林大学

临床眼科学 俞阿勇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麻醉学 李军 温州医科大学

医用基础化学 谢夏丰 温州医科大学

局部解剖学 崔怀瑞 温州医科大学

牙周病学 王惠宁 温州医科大学

急危重症护理学 谢小鸽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武小平 温州医科大学

市场营销学 张驰 温州医科大学

Intermediate Management

Accounting（高级管理会计）
袁怡闻 浙江财经大学

房地产估价 黄莉 浙江财经大学

连锁经营与管理 谢凤华 浙江财经大学

金融法学 曾章伟 浙江财经大学

微观经济学 姜励卿 浙江财经大学

程序设计基础 朱凌 浙江财经大学

保险经营管理学 张代军 浙江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学（双语） 陈颖 浙江财经大学

管理信息系统 史红霞 浙江科技学院

高分子化学 刘赫扬 浙江科技学院

高等数学A 沈建伟 浙江科技学院

计算机辅助产品表现 潘小栋 浙江科技学院

电气测量技术 瞿晓 浙江科技学院

创业基础 楼天宇 浙江科技学院

新闻播音 吕帅 浙江传媒学院

摄像专业职业损伤的预防性训练 张晓瑛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采访与写作 焦俊波 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英语 孙名斐 浙江传媒学院

创意视频制作 周良兵 浙江传媒学院



- 6 -

游戏开发基础 张帆 浙江传媒学院

医患沟通 王凤华 嘉兴学院

电磁场与电磁波 傅文珍 嘉兴学院

工程项目管理 宋宇名 嘉兴学院

财务管理学 杨行翀 嘉兴学院

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刘广璐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尹铁 浙江外国语学院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专题教

学
陈锋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志愿服务培训与实践 邱萍 浙江外国语学院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及实验 熊尚凌 浙江万里学院

经济学 王勇 浙江万里学院

免疫学 陈永富 浙江万里学院

税法 高巧依 浙江万里学院

无机及分析化学 夏静芬 浙江万里学院

物流学基础 刘利民 浙江万里学院

生物化学 玛青 浙江树人学院

高等数学 周昊 浙江树人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林依爽 浙江树人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导论 毛玉清 浙江树人学院

多媒体课件制作 杨欢耸 杭州师范大学

管理学基础 王小合 杭州师范大学

植物生理学 陈哲皓 杭州师范大学

学习科学与技术 徐光涛 杭州师范大学

数学分析II 孙庆有 杭州师范大学

应用波谱学 郑卫新 杭州师范大学

图形编程艺术 叶米兰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民间美术概论 郑立君 杭州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教学设计 王佑镁 温州大学

教师语言技能 吕小君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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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余向前 温州大学

学前卫生学 陈旭微 温州大学

家庭教育学 周奇 温州大学

雅思 徐小舒 温州大学

化工原理 姚方 衢州学院

舌尖上的化学品——食品添加剂 胡静 衢州学院

建筑构造 孙亚丽 衢州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黄克军 衢州学院

高级听力策略 谢小伟 绍兴文理学院

中华文化与经典诵读 屠国平 绍兴文理学院

基础英语 陈凤雏 绍兴文理学院

生殖健康与优生 冉娜 绍兴文理学院

学前教育概论 徐浩斌 绍兴文理学院

动物学 沈文英 绍兴文理学院

国际商务 严勇 湖州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胡水星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陈维杰 湖州师范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于宏伟 湖州师范学院

声乐演唱 贾万银 湖州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李秀娟 湖州师范学院

有效教学 蒋茵 台州学院

护理学基础Ⅱ 刘晓红 台州学院

护理学基础实训 胡伟玲 台州学院

大学物理及实验 梁华秋 台州学院

病理生理学 陈光平 丽水学院

交互英语 蒋婷婷 丽水学院

计算思维与信息素养 沈伟华 丽水学院

空间解析几何 洪涛清 丽水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郭春荣 宁波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 于华 宁波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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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林丛 宁波工程学院

工程图学I 徐晔 宁波工程学院

公安行政法学Ⅱ 王梦宇 浙江警察学院

信息安全技术 斯进 浙江警察学院

公民个人信息与数字财产保护 项振茂 浙江警察学院

法庭科学（双语） 郑筱春 浙江警察学院

基础日语1 杜彬彬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酒店收益管理 魏爱萍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酒店财务会计 钱芳斌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贸易学 徐翌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游戏角色模型制作 张磊 宁波财经学院

WEB编程基础 常艳芬 宁波财经学院

中级财务会计 贝洪俊 宁波财经学院

视觉营销 胡海元 宁波财经学院

三维实体建模与设计 江有永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遥感原理与应用 张作淳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BIM与项目管理软件应用 孙仲健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程序设计基础 王红霞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生理学 王珏 杭州医学院

外科手术学 王力、周雅 杭州医学院

康复功能评定学 徐琳峰 杭州医学院

护理实务临床处置 周彩华 杭州医学院

国际金融 彭华 温州商学院

V创经营决策实训 刘晓静 温州商学院

大学英语 娄媛媛 温州商学院

商务礼仪 张茜茜 温州商学院

隧道工程 丁玉琴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外科学总论实验 郭君平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口译 沈明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蔡建平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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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学（A） 张学昌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网络新闻实务 刘建民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裘君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供应链管理 葛洪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C程序设计基础 陶虹平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管理学原理 陈灿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大学英语听说 彭昶虹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多媒体技术 吕光金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JavaEE程序设计 冯志林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C程序设计基础 吕圣军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建筑历史（西方建筑史） 杨晓莉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郑利君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金融学 麻勇爱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大学英语 邵艳春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家具与空间设计 岳秀华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卡通形象与衍生品设计 米雪梅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大学英语2 郭泉江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概率统计B 叶臣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工程图学基础与工程设计概论 蒋亚南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管理会计 黄筱卉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离散数学 孙志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结构 楼永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单片机原理 李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A2 杜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摄像基础 熊晓明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广告媒体分析 黄杰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新闻编辑理论与实务 陈国利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海报设计 苏秀丽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宪法学 卢孔海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食品科学导论 戴秋萍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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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技术基础 陈洪涛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I、II 崔坤鹏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婵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王江姣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大学英语 李红莉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系统解剖学 周鹏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余茜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大学英语 袁慧玲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 汪磊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内科护理学 洪少华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市场营销学 田雨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电气控制与PLC 钱懿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数据结构 董卫萍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包装设计 王铮铮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房屋建筑学 黄嫦燕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郑冬松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英语视听说 王奶妮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多媒体设计应用软件（2D/3D） 翟丽妮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张丽华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工业设计史 杨晓燕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管理沟通 陈晓阳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会计职业能力与专业素质拓展训练

——手工操作系统
冯晓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姚莉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税务管理 朱计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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