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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理职院〔2020〕10 号

关于印发《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
期间教学组织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工作方案》

已经学院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

行。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2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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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职业院校教学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0〕18 号）《关

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0〕

19 号）及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湘理职院〔2020〕5号）《关

于印发＜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应急预案＞的通知》（湘理职院〔2020〕

9 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对我校正常教学

的影响，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特制定 2月 13

日（学校原定开学时间）至学生到校开学时的教学活动工作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成立教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静彬

副组长：黄霞春、刘洋、周金玉

成 员：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教学院部院长(部长)

职 责：负责教学组织总体协调、督促与检查，处理实施过

程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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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教学工作专班

教学工作领导小组下成立以教学副校长为组长、教务处及各

教学院部长为副组长的工作专班，成员如下。

组 长：黄霞春

副组长：黄建华、向钠、何瑛、罗美霞、周啸、朱军

成 员：王建春、曾小波、杨益梅、陈柏舟、田灿、陈庚仁、

王泳辉、段文杰

职 责：

1.学校教学工作专班根据各教学院部线上课程、虚拟仿真课

程等信息化课程建设情况制定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工作方案；

2.各教学院部成立以院部长为组长的教学工作专班，全面落

实各教学院部的教学工作；

3.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备案工作。将经学校审核备案的学校

教学组织工作方案在学校门户网站设立专栏公开，并及时通知广

大师生；

4.及时将教学组织工作方案报送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5.加强监督，做到教师不停教、学生不停学，确保教学任务

不减、教学质量不降。

二、组建专家指导委员会

学校组建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如下：

组 长：周啸

副组长：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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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彭军林、杨益梅、雷霞、于琦、周艳芳、刘阳京

职 责：

1.指导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指导课程资源建设；

2.通过视频会议、在线答疑、抽查等方式，督促线上教学内

容的落实情况；

3.向省厅推送学校线上教学典型案例；

4.专家具体分工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专家姓名 指导教学院部

1 周 啸 公共课部

2 彭军林 思政教研部

3 段文杰、刘阳京 新能源学院

4 杨益梅、于 琦 智能制造学院

5 雷 霞、周艳芳 管理艺术学院

三、整体规划

学校广泛开展线上教学服务，统筹考虑在线教学计划，做到

开学后线上线下教学有效衔接，实现教师离校不离教，学生停课

不停学，计划在全校开展在线教学，具体安排如下：

（一）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仍是第一要务。严格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各教学部门要全覆盖、无遗漏、精准掌握部门全体师生身体健康

状况，实行每日跟踪和零报告，如有异常情况要随时报告，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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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情况也要每日按时零报告。

（二）教学计划调整及实施

为减少疫情对学生学业的影响，我校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推

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拟对春季学期教学计划进行如下调整：

1.教学计划调整的时间段

第一阶段：疫情防控期，自 2020 年 2 月 13 日起至学生到校

开学止（具体以上级通知为准），开展线上教学；

第二阶段：疫情防控期结束至本学期末，为校内集中上课时

间，根据已开展线上教学情况适当调整开学后的教学任务安排。

后续的教学计划，视疫情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安排

（1）教务处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统筹协调线上线下开课计划

的调整与衔接，灵活安排必修与选修课程教学、调整实践教学安

排，做好线上课程开设、实施与监督等相关工作；

（2）根据学校教学工作专班工作要求，各教学院部成立本部

门教学工作专班，并参考 2019 年我校省级、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立项情况，指导、监督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工作；

（3）学校累计共开设 79 门在线课程，其中公共课、通识课

覆盖全校 156 个班级；专业课覆盖 92 个班级，其中新能源学院

31 个班、智能制造学院 32 个班、管理艺术学院 29 个班。对疫情

防控期间未上完的公共课、思政课及不适合开展网上教学的专业

课程按 2019-2020 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在正式开学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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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课表继续上课；

（4）思政教研部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实施方案，按原

进度发布学生选课、学习任务，在线课程安排见附件 1。公共课

部制定通识模块课程中公共素质与人文素质课程教学实施方案，

按原进度发布学生选课、学习任务，在线课程安排见附件 2，详

情见思政教研部、公共课部教学实施方案；

（5）二级学院根据专业群及各专业、各在线课程的实际建设

情况制定本专业的教学实施方案；要求实施方案按专业群或专业

制定，同一专业群或同一专业的专业课线上教学活动按正常排课

周课时推进，在线课程安排见附件 3，详情见各二级学院教学实

施方案；

（6）二级学院根据学校教学管理系统课表安排，结合线上教

学开课情况，提前通知各班级及时参加线上教学；

（7）创新推进“四个一”（每周一书、每人一语、每课一讲、

每日一记）文化育人活动。学工保卫处、校团委制定疫情防控时

期“四个一”文化育人活动实施方案，将线下活动搬到线上，开

展丰富多样的线上育人活动。鼓励同学们利用闲暇时间广泛阅读

与写作，可通过学习通首页查看“理工书单”，通过文本、图片、

音频、视频等形式分享活动心得。

（三）毕业设计与顶岗实习工作

1.持续推进顶岗实习指导工作

对正在进行顶岗实习的学生，各学院要立即与实习单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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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切实做好学生防护工作，期间安排专人加强顶岗实习学生的常

规管理和预防教育，及时与学生及家长沟通联络，全时全过程掌

握学生实习动态。对暂未开展而即将开展实习的学生，各专业及

指导老师要立即与实习单位衔接，延期组织实习，并及时通知学

生及家长。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需按照《关于 2017 级学生毕业环

节教学工作安排》（湘理职院·教〔2019〕12 号）文件要求及时

填写日志、周志和月报。

2.科学组织 2017 级学生毕业设计工作

教师应充分利用微信、QQ 等在线交流平台远程指导学生做好

资料收集、中期检查、毕业设计说明书撰写等工作。疫情防控期

间，原则上不组织毕业设计答辩和评审，如确有需要，应充分利

用网络视频、音频和电话等方式进行。

（四）补考工作

各教学院部根据教务处 2019-2020 年第二学期期初补考工作

方案制定本部门补考实施方案，并于 2 月 17 日前发送给教务处邓

林利老师。各教学院部需科学安排 2019-2020 年第二学期补考工

作，灵活采取学习通在线考试、课程小论文等方式进行。

四、具体工作要求

1.对于已经立项的省级精品在线课程、院级精品在线课程，

若学校本学期开设了该课程，教学团队应全部开展线上教学；组

织线上教学的必修课程原则上按原开课计划每周推进教学内容，

方便开学后线上线下内容衔接；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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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身心健康，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适量和教学时长的适当，不

得超期完成开课计划相关教学内容；

2.各专业、各课程团队应加强学习，充分利用超星尔雅、蓝

墨智能云教学平台、人民网优学院、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智慧树网、智慧职教等在线教学平台或国家专业教学资源

库相关的教学资源辅助自身课程的线上教学，在开展在线教学的

同时，要充分结合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合理规划、科学设计、适

时调整，确保开学后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确保教学保质保量完成；

3.每个专业至少开设 2 门在线教学专业课程，在线教学课程

采取在线直播授课或录播授课的形式进行，学生登陆教师授课空

间进行学习。教师线上教学需加强考核，保证学习效果，课前做

好课程标准、授课计划，课中、课后布置适当练习、在线讨论、

在线测试等并及时更新教学资源。学校将在线教学执行情况纳入

专任教师、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负责人）、教学院部考核；

4.在线课程需覆盖每个专业、每个班级、每个学生，确保每

个学生能够学习本专业的在线课程。对于线上课程，学生按课程

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考核合格，计算相应学分；对于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在线学习内容纳入课程考核，授课教师应适当提高线

上内容考核比例，对于未能完成线上学习内容的学生该门课程按

不及格处理；

5.各课程团队需于 2月 14 前提交授课计划，至少提前课表 1

周准备好在线授课资源。教务处、考核督导办将于 2月 17 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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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第一次期初教学检查，重点检查线上教学落实情况。

五、保障措施

1.对于本次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若已立项为院级精品在线

课程，学校优先向湖南省教育厅推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报；

未立项院级精品在线的课程优先考虑立项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2.课时核算：疫情防控期间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开展线上教

学计入相应教学工作量。根据教务系统课表安排，满足课程线上

内容及互动情况要求的，按正常上课课酬结算，以团队形式授课

的课程按教学班授课核算；

3.教务处、考核督导办根据在线教学安排，就开课准备情况

（教学资源、授课计划、练习、测试等）、学生签到情况、师生

互动情况、教学任务执行情况等相关教学工作实施抽查，并就异

常情况实施日报制度，确保线上教学落实到位。对执行不到位的

教师，将按《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执行；并将学生线上签到情况纳入日常考勤，对旷课等异常情况

按《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手册》执行。

附件：1.2020 年上学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在线教学安排表

2.公共课教学开课安排

3.专业课教学开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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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上学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课在线教学安排表
课程网址：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3466894.html

序号 任课教师 教学班级 班级邀请码

1 朱军 机电1192、1193 3177037

2 朱军 电商 1191、会计 1195 3132824

3 彭军林 测量 1191、电气 1193 3380798

4 陈筱莉 机器人 1191、1192 8746203

5 陈筱莉 无人机1191、1192、1193 2932339

6 黄国庆 光热1191、1192 6597376

7 黄国庆 汽车1193、1194 7804189

8 黄国庆 环艺1192、1193 8518363

9 黄国庆 会计1193、1194 8467944

10 兰俊才 造价1194、1195 3018793

11 兰俊才 机械1191、1192 6782325

12 兰俊才 电气1191、1192 9170712

13 周斯婧 造价 1192、造价 1193 3054736

14 周斯婧 风电 1191、微电网 1191 1260239

15 周斯婧 中德 1191 7029475

16 周斯婧 机电 1194 1468116

17 李雅倩 会计1191、1192 4909470

18 李雅倩 机械1193、1194 9179392

19 李雅倩 汽车1191、1192 2832729

20 李雅倩 动漫 1193、酒管 1191 4554740

21 黄永录 造价 1191 1189465

22 林丽群 光电1191、1192 4320309

21 林丽群 电商1192、1193 2138899

22 唐洪江 材料 1191、机器人 1193 6180217

23 唐洪江 光电 4171、风电 4171 3588621

24 赵奇 机电 1195、市营 4171 8531402

25 杨菲 动漫1191、1192 2057042

26 胡萍 工商 19苏宁班 工商 19创新创业班 3255800

27 胡迈兮 工商19步步高班、环艺1191 969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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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共课教学开课安排

1．闻玉梅院士《新春第一课：旅游发热与病毒》

要求：17.18.19 级全体在校生都必须学习

学习操作流程：

（1）应用市场下载知到 APP，安装成功后打开，点击菜单【我

的】，进入登录页面。点击【立即登录】

（2）进入【学号】菜单，选择所在学校，输入完整学号和密

码，初始密码为 123456。（不要用手机号登陆!!!）

（3）请输入您的姓名的第一个字给予验证。（上期已经登陆

过的同学无需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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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绑定您的手机号码，下一步修改您的初始密码，以后手

机号码就可以作为账号直接登陆啦！（上期已经登陆过的同学无

需此操作）。

（5）确认课程《旅行发热与病毒》开始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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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必修课

2020 年上学期在线精品开放课程表（公共必修课）

序号 课程 任课教师 班级 班级邀请码

1 体育与健康

陈庚仁 机械 1191 7056145

陈庚仁 机械 1192 1613371

陈庚仁 机械 1193 4414771

陈庚仁 机械 1194 1374341

陈庚仁 机器人1193 8058956

陈庚仁 无人机1191 8881133

陈庚仁 无人机1192 3920488

陈庚仁 无人机1193 4805205

陈庚仁 测量 1191 9311798

彭芳莹 光热 1191 2719457

彭芳莹 光热 1192 5054134

彭芳莹 光电 1191 8343194

彭芳莹 光电 1192 1024802

彭芳莹 材料 1191 4531736

彭芳莹 动漫 1192 9848730

彭芳莹 动漫 1193 4446207

彭芳莹 酒管 1191 8980055

彭芳莹 风电 4171 3790424

黄筱燕 会计 1191 9630075

黄筱燕 会计 1192 8304092

黄筱燕 会计 1193 7649340

黄筱燕 会计 1194 8236674

黄筱燕 会计 1195 4026328

黄筱燕 电商 1191 8371379

黄筱燕 电商 1192 7113558

黄筱燕 电商 1193 5756116

黄筱燕 工商 19步步高班 3947609

黄筱燕 市营 4171 4061731



－ 14 －

贺炜 光电 4171 3156304

贺炜 机器人1192 1908784

贺炜 机器人1191 9392592

贺炜 电气 1193 7741619

贺炜 电气 1192 1269702

贺炜 电气 1191 3442741

贺炜 机电 1195 1655469

贺炜 中德 1191 2894602

贺炜 机电 1194 9262125

贺炜 机电 1193 7044137

贺炜 机电 1192 2662783

邓昌亚 造价 1191 2870923

邓昌亚 造价 1194 9326287

邓昌亚 造价 1192 1864111

邓昌亚 造价 1193 2564325

邓昌亚 造价 1195 4787648

邓昌亚 汽车 1191 4262461

邓昌亚 汽车 1192 8310690

邓昌亚 汽车 1194 3465784

邓昌亚 汽车 1193 8144994

邓昌亚 风电 1191 2915407

代增远 环艺 1191 8200995

代增远 工商 19创新创业班 3317081

邓博文 微电网1191 4008719

邓博文 工商 19苏宁班 2915033

何芳凝 环艺 1192 8943825

何芳凝 环艺 1193 7896351

何芳凝 动漫 1191 9730073

2 信息化办公技术

杨海斌 汽车 1191 9388567

杨海斌 汽车 1192 4576042

杨海斌 汽车 1193 1627872

杨海斌 汽车 1194 3931396

胡晓峰 光电 1191 346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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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峰 光电 1192 5376126

胡晓峰 光热 1191 2517955

胡晓峰 光热 1192 2123961

曾麒 机械 1191 6827315

曾麒 机械 1192 5276062

曾麒 机械 1193 1724173

曾麒 机械 1194 5325593

刘艳云 机器人1191 1721872

刘艳云 机器人1192 3534638

刘艳云 机器人1193 9867006

刘艳云 无人机1191 2270693

刘艳云 无人机1192 8932979

刘艳云 无人机1193 3220344

唐夕晴 风电 1191 9819158

肖琨 测量 1191 7228912

李季甫 电气 1191 7726407

李季甫 电气 1192 2743521

黄冲 电气 1193 5198604

彭文辉 中德 1191 5046263

彭文辉 机电 1192 2238270

朱哿 机电 1193 6251057

朱哿 机电 1194 3291320

黄冲 机电 1195 2312488

3
中华传统文化与

现代职业素养

周啸 机电 1191(中德）班 1796272

成青 无人机1191 班、无人机 1192 班 2751425

成青 光热 1191 班、光热 1192 班 8535137

成青 汽车 1191 班、汽车 1192 班 6990489

沈亚 无人机1193 班、测量 1191 班 3312004

易铮 光电 1191 班、光电 1192 班 4820113

易铮 造价 1191 班、造价 1192 班 4014088

易铮 造价 1193 班、造价 1195 班 2063167

易铮 汽车 1193 班、汽车 1194 班 5130440

朱菁菁 风电 1191 班、风电 1191 班 4875939

谢艳 造价 1194 班、材料 1191 班 44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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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职应用数学

蔡斯凡 工商 19创新创业班 9262355

蔡斯凡 电商 1193 班 9744274

蔡斯凡 电商 1192 班 2305837

蔡斯凡
风电 1191 班

微电网1191 班
1041364

唐建华 材料 1191 班 4302828

唐建华 造价 1191 班 2490531

唐建华 汽车 1191 班、汽车 1192 班 7864671

孙定中 造价 1195 班 4088502

孙定中 造价 1193 班 1249698

孙定中
无人机1191 班

无人机1192 班
9963549

肖前军 会计 1194 班 4302967

肖前军 会计 1193 班 4257040

石双龙 会计 1192 班 6452918

石双龙 会计 1191 班 5704023

石双龙 汽车 1193 班、汽车 1194 班 6012954

邓总纲
工商 19步步高班班

工商 19苏宁班班
8063410

邓总纲 电商 1191 班 3742896

邓总纲 会计 1195 班 2435160

5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张晓玲 无人机1191 8777653

张晓玲 无人机1192 4978835

张晓玲 无人机1193 6579683

张晓玲 造价 1195 1620830

杨菲 环艺 1191 8337953

胡靓婷 会计 1194 9606589

胡靓婷 会计 1195 9116905

胡靓婷 电商 1191 7574237

胡靓婷 电商 1192 5139822

朱彬 会计 1191 3641402

朱彬 会计 1192 3360830

朱彬 会计 1193 743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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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 材料 1191 3937433

李沐蕾 造价 1192 6970810

李沐蕾 造价 1193 8706269

李沐蕾 风电 1191 5575223

李沐蕾 造价 1191 4882488

毕业 环艺 1193 9941883

毕业 动漫 1191 1619675

毕业 动漫 1192 2694104

毕业 动漫 1193 8834744

蔡瑞云 工商 19步步高班 8519150

蔡瑞云 工商 19苏宁班 2807391

蔡瑞云 工商 19创新创业班 9121720

6
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

杨小华 风电 1191/微电网 1191 班 6535452

杨小华 酒管 1191/动漫 1193 班 9220850

杨小华 环艺 1192/1193 班 2729808

杨小华 机器人1192/1193 班 4373453

杨小华 动漫 1191/1192 班 1596300

杨小华 无人机1191/1192 班 7468395

杨小华 造价 1191 班 2190150

杨小华 材料 1191 班 9896099

杨小华 机电 1193 班 7990200

杨小华 会计 1193 班 8317523

杨小华 会计 1192 班 8545804

杨小华 会计 1191 班 2392636

孙燕荣 工商19创新创业班、环艺 1191 班 8164341

孙燕荣 工商19步步高班、工商 19苏宁班 2123414

孙燕荣 电商 1193 班 1222716

孙燕荣 电商 1192 班 8725417

孙燕荣 电商 1191 班 9300938

孙燕荣 会计 1195 班 8472254

孙燕荣 会计 1194 班 8874699

孙燕荣 汽车 1193/1194 班 8066356

孙燕荣 汽车 1191/1192 班 452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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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荣 造价 1192 班 4168626

孙燕荣 造价 1194 班 7977306

孙燕荣 光电 1191/1192 班 4066955

孙燕荣 光热 1191/1192 班 5381335

孙燕荣 机械 1191/1192 班 5317885

孙燕荣 机电 1194 班 2863070

孙燕荣 机电 1191(中德)/1195 班 9365579

孙燕荣 机电 1192 班 4929063

孙燕荣 市营 4171 班 9245330

孙燕荣 风电 4171 班 8205985

孙燕荣 光电 4171 班 6266116

杨威 造价 1195 班 6219852

杨威 造价 1193 班 1088787

杨威 测量 1191/无人机 1193 4470672

杨威 电气1191/1192 9318463

杨威 机器人 1191/电气 1193 7212333

杨威 机械 1193/1194 班 8053063

7
大学英语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1 6949118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2 8816349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3 4154760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4 6401091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5 1484609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6 9436036

陈黎明 实用英语口语 7 2048901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8 2812159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9 6471179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10 6914173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11 5815957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12 9203801

海源 实用英语口语 13 8804847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4 5952141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5 9046332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6 296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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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7 7234150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8 8823487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19 4466567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20 7757002

杨卉 实用英语口语 21 6907347

张麟 实用英语口语 22 9861649

张麟 实用英语口语 23 5799768

张麟 实用英语口语 24 5809000

李丽莎 实用英语口语 25 2664709

李丽莎 实用英语口语 26 6816734

李丽莎 实用英语口语 27 2694116

兰姝嫱 实用英语口语 28 3993191

兰姝嫱 实用英语口语 29 6415484

兰姝嫱 实用英语口语 30 5071339

陈扬芳 实用英语口语 31 2568903

陈扬芳 实用英语口语 32 2987992

陈扬芳 实用英语口语 33 8609472

江源 实用英语口语 34 3668956

江源 实用英语口语 35 2036425

何霞 实用英语口语 36 8407507

何霞 实用英语口语 37 8076643

何霞 实用英语口语 38 1265391

何霞 实用英语口语 39 2752690

王泳辉 实用英语口语 40 8020626

海源 职场英语口语 1 9422188

3．人文素质课程

（1）网课学习、考试时间：

学习时间：2020 年 2月 13 日 00:00:00—2020 年 5 月 5 日

23:59:59

考试时间：2020 年 5月 6日 00:00:00—2020 年 5 月 8日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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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课学习对象及说明：

序号 课程 课程性质 面向对象

1 《创新创业》 必修课 17级、18级学生

2 《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 必修课 17级、18级学生

3 《大学生防艾健康教育》 必修课 18级、19级学生（未合格重修）

4 《军事理论》 必修课 19级学生（未合格重修）

说明：

①18 级包含 4161 五年制所有班级，19 级包含 4171 五年制所

有班级。

②《创新创业》、《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大学生防艾健

康教育》、《军事理论》大学期间只需选修一个学期，重复选修

无成绩。

③19 级学生，学习系统内有《大学生防艾健康教育》《军事

理论》两门课程，请未合格同学进行重修，其他学生可根据个人

兴趣学习其他课程，但不计成绩。

④17、18 级人文素质选修课程具体学习门数，根据学生本专

业人才培养计划，以及自己之前已选修的人文素质课程而定。

⑤学生在考试时间前，皆可选课学习，但考试前必须完成任务

点 100%方可参加考试，且仅有一次考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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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学期人文素养网络选修课程汇总

序号 课程名称 序号 课程名称

1 重说中国近代史 12 大学生魅力讲话实操

2 《共产党宣言》导读 13 形象管理

3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 14 大学英语口语

4 书法鉴赏 15 趣味英语与翻译

5 中华诗词之美 16 大学生恋爱与性健康

6 中华传统文化之戏曲瑰宝 17 大学生防艾健康教育

7 舞蹈鉴赏 18 军事理论（西安交大版）

8 人工智能 19 创新创业

9 舌尖上的植物学 20 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

10 数学的奥秘：本质与思维 21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透过性别看世界 22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23 《论语》精读

（3）校内人文素质网课学习、考试时间：

学习时间：

普通话：2020 年 2月 17 日 00:00:00—2020 年 5 月 5日

23:59:59

国乐之声：2020 年 2 月 24 日 00:00:00—2020 年 5 月 5日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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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2020 年 5月 6日 00:00:00—2020 年 5 月 8日

23:59:59

（4）校内人文素质网课学习对象及说明：

序号 课程 任课教师 班级 班级邀请码

1
说得比唱得好—普通

话测试与训练
周啸 17级、18级学生 3552835

2 国乐之声 易铮 17级、18级学生 329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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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业课教学开课安排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

人（主讲）
所属专业 课程性质 针对班级

1 新能源概论
黄建华

贾秀波

新能源专

业群
专业基础课

汽车 1191-1194

（黄建华）

光热 1191、1192

（贾秀波）

2
光伏产品设计与

制作
刘阳京 光伏发电 专业核心课

光电 1181、

1182、1183、

4161

3
太阳能光热发电

技术
陈思超

太阳能光

热
专业核心课 光热1181

4
风电系统运行维

护与故障诊断
王建春 风电风维 专业核心课 风维1181

5 能源计量 杨阳（女） 工业节能 专业核心课 节能1181

6
电能质量监测

技术
党银宁 工业节能 专业核心课 节能 1181 班

7
光伏组件制备

工艺
郭清华 光伏材料 专业核心课

材料 1181、光电

1181、1182、

1183，光电

4161、光热 1181

8 多晶硅制备工艺 曾礼丽 光伏材料 专业基础课 材料 1191

9
分布式电站规范

与设计
文 立

光伏材料

风电风维
专业选修课

材料 1181

风维 1181、风电

1181、风电 4161

10
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

章 纯

侯文静
工程造价 专业核心课

造价 1181-1183

（章纯）、造价

1184-1185（侯

文静）

11
建筑装饰工程计

量与计价

邓京闻

陈 斯

吕 爽

工程造价 专业核心课

造价 1185（邓京

文）、1184（陈

斯）、造价 1181、

1182（吕爽）

12
建筑结构基础与

识图
孙 巍 工程造价 专业基础课 造价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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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装配式建筑概论
邓京文

陈 斯
工程造价 专业辅修课

造价 1191、

1192、1193、

1194、1195

14
微电网通信及网

络技术
周 唯

分布式发

电与微电

网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
微电网 1181、

4161

15
分布式电站电力

系统 1
钟 永

分布式发

电与微电

网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 微电网1191

16 光伏理化基础 段文杰 光伏发电 专业选修课
光电 1181、光电

1182、1183

17
风力发电设备制

造工艺
郭佳文 风电风维 专业核心课

风电 1181 班、

风电 4161 班

18 销售沟通与礼仪

周星岚

罗美霞

杨正莲

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

18级

专业必修课

工商 18步步高

班、工商 18创

新创业班、工商

18苏宁班

19 企业文案制作

朱 彬

李 婷

郭亚婧

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

19级

专业必修课

工商 19步步高

班、工商 19创

新创业班、工商

19苏宁班

20
税费的计算与

申报

邓亚琼

陈 娜

夏红雨

胡争艳

会计 专业必修
会计 1181-1185

班

21 会计英语 雷 霞 会计 专业必修

会计 1181、

1182、1183、

1184、1185 班

22 人物速写 廖慧娟 动漫设计 专业基础课 动漫 1191-1193

23 FLASH 动画制作 陈培瑶 动漫设计 专业核心课 动漫 1181、1182

24 康乐服务与管理 何 婷 酒店管理 专业基础课 酒管 1181、1182

25 酒店实用英语 王泳辉 酒店管理 专业基础课 酒管 1181、1182

26 西餐服务与管理 丁 琪 酒店管理 专业核心课 酒管 1191 班

27 图像处理技术 邓 琦 电子商务 专业核心课 市营 1181-1183

28 客户服务与管理 宋 毓 电子商务 专业拓展课 市营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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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室内手绘效果图 周艳芳 环艺专业 专业核心课 环艺 1181-1183

30 3D 全景漫游图 黄喜云 环艺专业 专业核心课 环艺 1181-1183

31
数控机床与加工

技术
向云南 工业机器人 专业必修课

机器人4161、机

器人 1181-1184

32 液压与气压传动 尹 晖 工业机器人 专业必修课
机器人4161、机

器人 1181-1184

33 模拟电子技术 田拥军 工业机器人 专业基础课
机器人

1191-1193

34 数字电子技术 姜 鹏 工业机器人 专业基础课
机器人

1191-1193

35
PLC 控制系统设

计、安装与调试
刘炳良 电气自动化 专业必修课 电气 1181-1182

36 电气制图 丁佳慧 电气自动化 专业必修课 电气 1181-1182

37 电子技术 龙 文 电气自动化 专业基础课 电气 1191-1193

38 机床夹具设计 颜爱平
机械设计

与制造
专业必修课 机械 1181-1184

39
数控机床维护与

维修
向云南

机械设计

与制造
专业必修课 机械 1181-1184

40
公差配合与测量

技术
杨益梅

机械设计

与制造
专业基础课 机械 1191-1194

41 AutoCAD 李云翔
机械设计

与制造
专业基础课 机械 1191-1194

42 工厂供配电技术

周迎春

姜良亮

谭世威

刘红兵

刘 彤

机电一体化 专业基础课
中德 1181、1182

机电 1181-1184

43 电气设计基础 廖 薇 机电一体化 专业基础课
中德 1181、1182

机电 1181-1184

44 机械基础

黄霞春

何 瑛

王先安
机电一体化 专业基础课

中德 1191

机电 1192-1195

45 电工电子技术

肖慧慧

李 立

谭 新

韩维敏

机电一体化 专业基础课
中德 1191

机电 1192-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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