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惠  州  学  院  文  件  
 
 
 
 
 

惠院发〔2020〕178 号 

——————————————————————————————————————————      
关于公布惠州学院 2020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 

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修订）》（惠院发[2013]118

号），教务处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认定工作。经二

级学院申请、教务处审核、教指委审核投票等程序，认定《地理

信息系统原理》等 96 门课程为我校 2020 年度合格课程，现将认

定结果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2020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惠州学院 

2020 年 12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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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惠州学院 2020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所在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学科专业 课程负责人 

1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地理信息科学 冯冬宁 

2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媒体信息编辑 广播电视学 周海英 

3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概论 广播电视学 许鑫 

4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外新闻史 广播电视学 许鑫 

5 文学与传媒学院 电视编辑与制作 广播电视学 李耿晖 

6 文学与传媒学院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 朱淑仪 

7 文学与传媒学院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 朱淑仪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汉语国际教育 朱淑仪 

9 文学与传媒学院 跨文化交际 汉语国际教育 陈楠 

1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黄震 

1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序设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刘利 

1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信息处理 软件工程 骆伟忠 

1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操作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赖国明 

1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王明安 

1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汇编语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王明安 

1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Office 高级应用 化学工程、应用化学 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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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学前教育、化学 邓仑曼 

1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级网页技术 网络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胡辉 

1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 非计算机专业 吴志攀 

2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多媒体技术 软件工程 吴志攀 

2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Photoshop 应用 服装工程、服装表演 彭树宏 

2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库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刘玲君 

2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工程 网络工程 陈朝华 

2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库系统 软件工程 索剑 

25 教育科学学院 儿童游戏 学前教育 段飞艳 

26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概论 学前教育 黄国庭 

27 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班级管理 学前教育 段飞艳 

28 教育科学学院 中外学前教育史 学前教育 黄国庭 

29 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 学前教育 黄国庭 

30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学前教育 李睿 

3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学前教育 吴钢 

32 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课程 学前教育 吴钢 

33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评价 学前教育 吴钢 

34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发展科学 学前教育 王昭智 

35 教育科学学院 国内外学前教育改革动态 学前教育 饶淑园 

36 教育科学学院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学前教育 黄小燕 

37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 学前教育 欧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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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教育科学学院 儿童文学 学前教育 刘欣蕾 

39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特殊教育 学前教育 童淑美 

40 教育科学学院 儿童行为观察与评估 学前教育 童淑美 

41 教育科学学院 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学前教育 黄国庭 

42 教育科学学院 奥尔夫音乐进阶 学前教育 段飞艳 

43 教育科学学院 基础心理学 学前教育 赵敏芳 

44 教育科学学院 学校教育基础 教师教育课程中心 罗红 

45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

规 
教师教育课程中心 余中根 

46 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 教师教育课程中心 王晓平 

47 教育科学学院 青少年发展与学习心理 教师教育课程中心 肖崇好 

48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微机原理与单片机接口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谢珩 

49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专业导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徐德明 

50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实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彭伟超 

51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彭伟超 

52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测量与虚拟仪器 电子信息工程 王文辕 

53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感测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王文辕 

54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高频电子线路 电子信息工程 林伟明 

55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表面与界面 功能材料 程利霞 

56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性能 功能材料 李雅洁 

57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性能测试 功能材料 李雅洁 

58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专业英语 功能材料 沈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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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基础（I、II） 功能材料 龚伟平 

60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专业导论 功能材料 龚伟平 

61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物理化学 功能材料 宋晋湘 

62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制图 机械电子工程 李珣 

63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路原理 机械电子工程 罗中良 

64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大一科技创新项目 机械电子工程 罗中良 

65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课堂演示实验训练 物理学 刘敏 

66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二维设计基础 视觉传达设计 李帆 

6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商业创意摄影 视觉传达设计 李辉 

68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交互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张菁秋 

69 美术与设计学院 信息图表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张菁秋 

70 美术与设计学院 标志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王骏 

71 美术与设计学院 标志与字体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王骏 

72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人体工程学 环境设计 朱云 

73 美术与设计学院 3DMAX 环境设计 徐进 

74 美术与设计学院 照明设计 环境设计 徐进 

75 美术与设计学院 办公空间设计 环境设计 徐懿睿 

76 美术与设计学院 空间形态与构造 环境设计 蔡楚君 

7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公共设施设计 产品设计 张萍 

78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二维设计基础 产品设计 华永 

79 美术与设计学院 日用品改良设计 产品设计 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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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美术与设计学院 材料工艺与应用 产品设计 孙洪波 

81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形态设计 产品设计 孙洪波 

82 美术与设计学院 陶瓷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孙洪波 

83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玩具系列设计 产品设计 孙洪波 

84 美术与设计学院 Rhino/KeyShot 产品设计 吕健安 

85 美术与设计学院 模型（模具）设计与制作 产品设计 周家栋 

86 美术与设计学院 表现技法 产品设计 周家栋 

87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育实习 美术学 彭秀华 

88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育见习 美术学 李辉 

89 美术与设计学院 地方民间美术考察 美术学 钟兆荣 

90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馆博物馆考察 美术学 钟兆荣 

91 音乐学院 器乐基础 音乐学 李丽佳 

92 音乐学院 电脑音乐制作 音乐学 王振龙 

93 音乐学院 配器法 音乐学 王振龙 

94 音乐学院 复调 音乐学 周宁波 

95 音乐学院 曲式与作品分析 音乐学 周宁波 

96 音乐学院 和声与键盘 音乐学 杨亮 

 
 
 
 
 
                                   

 
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12月2日印发 

 

校对人：杨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