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院教发〔2009〕45 号

关于 2009 年度惠州学院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09）年修订》（惠院

〔2009〕33 号），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的审核，现认定《新

闻采访》等 244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09 年度合格课程。

附件：2009 年度合格课程名单

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09年6月21日印发

（共印 8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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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 年度合格课程名单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中文系 新闻采访 王立祥

中文系 新闻摄影 曾裕林

中文系 新闻事业史 李时新

中文系 新闻写作 华荣祥

中文系 新闻编辑 李兢兢

中文系 广播电视概论 许 鑫

数学系 线性代数 李桂贞

数学系 数学模型 李思彦

数学系 实变函数 吴红叶

数学系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VFP） 杨安生

数学系 高等几何 王小梅

数学系 组合数学 刘国栋

数学系 初等数学研究 邬振明

外语系 笔译 史汉生

外语系 英美文学 李晓青

外语系 视听说 杨 阳

外语系 国际贸易实务 王 新

外语系 基础英语 马若飞

外语系 英语听力 刘艺红

外语系 英语写作 何宇婧

外语系 英语口语 杨 阳

外语系 英语语法 张双祥

外语系 基础日语 郭雅琴

外语系 日语听力 李 乐

服装系 棉针织生产工艺 陈 霞

服装系 服装营销数据分析 刘小红

服装系 服装市场营销 索 理

服装系 服装专业英语 张小良

服装系 服装商检 陈学军

服装系 成衣生产工艺 冯 麟

服装系 服装贸易跟单 冯 麟

服装系 服装材料学 万志琴

服装系 服装流行分析 吴晓菁

旅游系 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戴学军

音乐系 钢琴基础 段小敏

音乐系 合唱与指挥 岳晓云

音乐系 中国音乐史与欣赏 杜洪泉

音乐系 民族民间音乐 杜洪泉

音乐系 歌曲作法 杜洪泉

音乐系 声乐基础 李淑珍



3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音乐系 形体与舞蹈 佟欣婷

音乐系 声乐语言 王一晴

音乐系 和声学 杨 亮

音乐系 视唱练耳 李 彦

音乐系 钢琴即兴伴奏 马岩峰

电子系 计算机控制技术 曹建忠

电子系 楼宇智能化技术 周 玲

电子系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胡 珏

电子系 光纤通信 凌家良

电子系 计算机通信网 凌家良

电子系 数字信号处理 彭 玲

电子系 电子线路 CAD 廖天发

电子系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魏晓慧

电子系 电机与拖动基础 迟正刚

电子系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迟正刚

电子系 自动控制原理 黄近秋

电子系 工厂供电 徐 瑜

电子系 数值分析 谢 珩

电子系 电气设备及 PLC 技术 易春阳

电子系 物理教学论 庹 静

电子系 量子力学 叶 凡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一） 赵 洁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概论 娄永忠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房地产开发 娄永忠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管理学原理 张熙新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设法规 马明军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项目管理（一） 马明军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合同法律制度 邓文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力学 唐 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材料 黄 艳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施工 董 璞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理论力学 唐 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测量 邓文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画法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 II 邓文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环境学 唐壮丽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计及原理 II 黄东野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计及原理 IV 林超慧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城市规划 胡超文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色彩 张 昊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外国建筑史 郦 伟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计算机绘图 II 王 琴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力学 黄 艳

体育系 体育学概论 周丽红

体育系 体育教学论 周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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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体育系 运动解剖学 高宇飞

体育系 运动训练学 高宇飞

体育系 运动生理学 汪 浩

体育系 体育保健学 张宗国

体育系 体育心理学 蒋新国

体育系 学校体育学 蒋新国

体育系 体育科研与方法 蒋新国

体育系 体育社会学 肖海婷

体育系 田径与户外运动 温一帆

体育系 篮球 蓝国彬

体育系 排球 潘 胜

体育系 足球 叶学球

体育系 体操 尹志强

体育系 武术 刘国钊

计算机科学系 数据库系统概论 索 剑

计算机科学系 离散数学 兰远东

计算机科学系 可编程逻辑器件 王健海

计算机科学系 计算机系统结构 唐明星

计算机科学系 数字逻辑 郑建霞

美术系 书籍装帧整体设计 伍毅志

美术系 插图设计 伍毅志

美术系 包装设计 伍毅志

美术系 招贴设计 伍毅志

美术系 CI 设计 杨中华

美术系 图形创意 罗晓敏

美术系 快题设计 徐懿睿

美术系 住宅室内设计 徐懿睿

美术系 室内设计方法 徐懿睿

美术系 装饰材料与构造 史长海

美术系 基础素描 陈一峰

美术系 设计素描 陈一峰

美术系 立体构成 史长海

美术系 平面构成 罗晓敏

美术系 图案 罗晓敏

美术系 设计色彩 罗晓敏

美术系 美术设计采风 王俊民

经济管理系 海关报关实务 陈秋锋

经济管理系 统计学 胡瑞卿

经济管理系 市场调查（含 SPSS 统计软件应用） 胡瑞卿

经济管理系 宏观经济学 庄 核

经济管理系 消费心理学 郭 萍

经济管理系 运筹学 杨 荣

经济管理系 组织行为学 徐 宁

经济管理系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贾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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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经济管理系 物流学 张 敏

经济管理系 税法 李普亮

经济管理系 计量经济学 谢鸿飞

经济管理系 电子商务 谈海霞

经济管理系 国际服务贸易 尤玉平

经济管理系 国际金融 卢太耀

经济管理系 国际结算 余学军

经济管理系 国际贸易 罗 兵

经济管理系 国际贸易实务 卢和诠

经济管理系 审计学 汪 洋

经济管理系 财务管理 袁祥勇

生命科学系 植物学 柴素芬

生命科学系 植物生理学 冉梦莲

生命科学系 动物学 张 玮

生命科学系 营养学 丁运华

生命科学系 植物组织培养 丁运华

生命科学系 害虫生物防治 刘桂林

生命科学系 植物保护概论 刘桂林

生命科学系 酶工程 丁运华

生命科学系 昆虫学 刘桂林

生命科学系 药用植物学 廖建良

生命科学系 植物生物学 廖建良

生命科学系 植物造景设计原理 王建兵

生命科学系 园林建筑设计 王建兵

生命科学系 园林树木学 廖建良

生命科学系 园林植物保护学 刘桂林

生命科学系 插花艺术 冉梦莲

生命科学系 花卉学 彭 敏

生命科学系 园林制图 彭 敏

生命科学系 设计初步 彭 敏

生命科学系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 曾令达

生命科学系 园林史 彭 敏

生命科学系 环境艺术 王建兵

生命科学系 计算机辅助设计 王建兵

生命科学系 营养学 丁运华 通识选修课

化学工程系 结构化学 金 真

化学工程系 化工设计概论 周卫平

化学工程系 精细化学品化学 彭忠利

化学工程系 精细化工专业实验 彭忠利

化学工程系 化学文献检索 彭忠利

化学工程系 化妆品学 彭忠利

化学工程系 高分子材料研究方法 彭忠利

化学工程系 高分子物理 梁 浩

化学工程系 化学反应工程 梁 浩



6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化学工程系 化工热力学 梁 浩

化学工程系 专业英语 梁 浩

化学工程系 无机精细化工 罗付生

化学工程系 聚合物成型加工原理 罗付生

化学工程系 聚合物合成工艺学 罗付生

化学工程系 精细化工工艺学 罗付生

化学工程系 仪器分析及实验 马毅红

化学工程系 分析综合实验 马毅红

化学工程系 日用品化学 廖芳丽

化学工程系 环境化学 刘惠茹

化学工程系 环境工程导论 刘惠茹

化学工程系 计算机在化工中的应用 刘 鸿

化学工程系 中级有机实验 刘 鸿

化学工程系 化工环保与安全 刘 鸿

化学工程系 精细有机合成 刘 鸿

化学工程系 药物美容学 刘 鸿 通识选修课

化学工程系 材料化学 叶晓萍

化学工程系 无机综合实验 叶晓萍

化学工程系 食品化学 朱庆英

化学工程系 生物化学 朱庆英

政治法律系 中国近现代史 黄 敏

政治法律系 演讲与口才 李志萍

政治法律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概论
杨 凤

政治法律系 公共关系学 代 杰

政治法律系 普通逻辑学 代 杰

政治法律系 当代西方政治制度 蔡江红

政治法律系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论 蔡江红

政治法律系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 蔡江红

政治法律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杨 倩

政治法律系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杨 倩

政治法律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单丹丹

政治法律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单丹丹

政治法律系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 单丹丹

政治法律系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杨 凤

政治法律系 西方政治思想史 杨 凤

政治法律系 中国近代史 关 威

政治法律系 中国现代史 关 威

政治法律系 中国政治思想史 简小波

政治法律系 中国政治制度史 简小波

政治法律系 世界近现代史 周厚清

政治法律系 中国社会生活史 庄丽丽

政治法律系 古代汉语 庄丽丽

政治法律系 中西文化交流史 万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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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备注

政治法律系 中国法制史 万齐洲

政治法律系 中国古代史 万齐洲

政治法律系 世界古代史 周厚清

政治法律系 国家公务员制度 曾平辉

政治法律系 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 张家全

政治法律系 社会保障学 张家全

政治法律系 管理学 宋作海

政治法律系 公共政策学 厉进伟

政治法律系 社区概论 厉进伟

政治法律系 政府经济学 柳春慈

政治法律系 电子政务 曾平辉

政治法律系 地方政府学 曾平辉

政治法律系 公共组织学 厉进伟

政治法律系 刑法学 秦兰英

政治法律系 婚姻法 王 鑫

政治法律系 知识产权法 王 鑫

政治法律系 商法总论 付丽宁

政治法律系 民事诉讼法 李才锐

政治法律系 宪法 胡黎莉

政治法律系 公司法 胡黎莉

政治法律系 国际法 李铁喜

政治法律系 国际经济法 李铁喜

政治法律系 合同法 邓 芳

政治法律系 劳动法 邓 芳

政治法律系 外国法制史 谢文俊

政治法律系 国际私法 谢文俊

政治法律系 法理学 陈新华

政治法律系 刑事诉讼法 陈新华

政治法律系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蒋 炜



惠院教发〔2010〕50 号

关于 2010 年度惠州学院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09）年修订》（惠院

〔2009〕33 号），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的审核，现认定《管

理学原理》等 44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10 年度合格课程。

附件：2010 年度合格课程名单

二○一○年六月九日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0年 6月10日印发

（共印 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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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 年度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备注

1 数学系 管理学原理 杨安生

2 数学系 C++程序设计 杨安生

3 数学系 数据结构 杨安生

4 数学系 离散数学 张学锋

5 数学系 计算机操作系统 张学锋

6 数学系 数据库技术 张学锋

7 数学系 应用统计学 蒋 辉

8 数学系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李 莉

9 数学系 运筹学 李 莉

10 数学系 市场营销学 林群霞

11 数学系 信息管理学 林群霞

12 数学系 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 林群霞

13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房屋混凝土结构设计 赵 洁

14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赵 洁

15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房屋建筑学 赵 洁

16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 I 娄永忠

17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构造（Ⅰ） 唐壮丽

18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构造（Ⅱ） 林超慧

19 体育系 游泳 黄惠祥

20 体育系 健美操 史辰雁

21 政治法律系 史学概论 关 威

22 政治法律系 西方文化史 周厚清

23 政治法律系 中国史学史 张小平

24 政治法律系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申 滢

25 政治法律系 市政学 李文珊

26 政治法律系 公文写作 厉进伟

27 政治法律系 港澳台政治制度 万齐洲

28 政治法律系 法学概论 秦兰英

29 经济管理系 国际财务管理 王 琼

30 经济管理系 投资学 黄文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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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备注

31 经济管理系 审计实务 袁 睿

32 经济管理系 物流配送管理 贾卫丽

33 经济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徐 宁

34 经济管理系 税务筹划 李普亮

35 经济管理系 经济法 王发良

36 美术系 摄影基础 李 辉

37 美术系 透视与解剖 罗晓敏

38 美术系 人物素描 陈一峰

39 美术系 外国美术史 李 辉

40 美术系 设计艺术学 周 琳

41 美术系 色彩人物 杨中华

42 美术系 表现技法 罗晓敏

43 美术系 卡通形象设计 王 骏

44 美术系 设计制图 张 萍



惠院教发〔2011〕114 号

关于公布 2011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惠院教

发〔2009〕33 号）的有关要求，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审核，

现认定《经济学》等 68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11 年度合格

课程。

特此通知

附件：2011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1 年 9 月 30 日印发

（共印 8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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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数学系 经济学 桂文林

2 数学系 经济预测与决策 桂文林

3 数学系 多元统计分析 柯忠义

4 数学系 公共关系学 林群霞

5 数学系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李 莉

6 数学系 生产与运作管理 李 莉

7 数学系 计量经济学 柯忠义

8 数学系 组织战略与行为学 林群霞

9 计算机科学系 数据挖掘与数据仓库 李卫华

10 计算机科学系 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 赵义霞

11 计算机科学系 数据结构 季军杰

12 中文系 新闻编辑 李兢兢

13 中文系 广播电视概论 许 鑫

14 中文系 新闻采访 王立祥

15 中文系 跨文化传播学 黄 伟

16 体育系 健身健美运动 李玉动

17 体育系 乒乓球(专业辅修) 李 实

18 政治法律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徐旭阳

19 政治法律系 应用文与论文写作 关 威

20 政治法律系 西方教育史 穆 静

21 政治法律系 中国教育史 张小平

22 政治法律系 中国近代经济史 徐旭阳

23 政治法律系 历史文献学 庄丽丽

24 政治法律系 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 付丽宁

25 政治法律系 西方经济学 柳春慈

26 政治法律系 管理秘书实务 张菊梅

27 政治法律系 行政学说史 张菊梅

28 经济管理系 保险学 李文辉



3

序号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29 经济管理系 商品学 欧晓波

30 经济管理系 供应链管理 林合明

31 经济管理系 物流成本管理 贾卫丽

32 经济管理系 国际税收 李普亮

33 经济管理系 工程项目审计 柴 静

34 经济管理系 产业经济学 汤跃跃

35 经济管理系 商务谈判与沟通 张毓雄

36 经济管理系 客户关系管理 李 芳

37 经济管理系 管理信息系统 王少君

38 经济管理系 管理会计 王 琼

39 旅游系 旅游规划原理 陈一萌

40 旅游系 地理科学导论 陈一萌

41 生命科学系 药理学 林芳花

42 生命科学系 细胞工程 林芳花

43 生命科学系 生物制药技术 林芳花

44 生命科学系 食品化学 马细兰

45 生命科学系 生物技术大实验 马细兰

46 生命科学系 发酵工程与设备 毛露甜

47 生命科学系 食品卫生与检验 毛露甜

48 生命科学系 食用菌 毛露甜

49 生命科学系 食品工艺学 毛露甜

50 生命科学系 园林工程 肖河章

51 生命科学系 土壤肥料学 曾令达

52 生命科学系 测量学 曾令达

53 生命科学系 德育与班主任工作 吴小明

54 生命科学系 生物课程标准 吴小明

55 生命科学系 微格教学 吴小明

56 生命科学系 水产养殖技术 周立斌

57 化学工程系 食品文化与鉴赏 朱庆英

58 化学工程系 化工商务 朱庆英

59 化学工程系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曾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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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60 化学工程系 工程制图及 CAD 曾 石

61 化学工程系 化工设备设计 曾 石

62 化学工程系 化工机械基础 曾 石

63 化学工程系 电工电子学 曾 石

64 化学工程系 化工技术经济 王春花

65 外语系 英语词汇学 黄雪娥

66 外语系 语言学概论 曾方本

67 外语系 国际商法 郑鲁晶

68 外语系 英语语音 黄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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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院发〔2012〕128 号

关于公布惠州学院 2012 年度
校级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惠院

教发〔2009〕33 号）的有关要求，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

审核，现认定《计算机网络》等 72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12

年度合格课程。

附件：2012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惠州学院

2012年11月26日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2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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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系部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电子科学系 计算机网络 彭 玲

2 电子科学系 高电压技术 徐 瑜

3 电子科学系 热学 龚伟平

4 电子科学系 近代物理实验 宋晋湘

5 电子科学系 近代物理学 梁检初

6 电子科学系 专业英语 谢 珩

7 服装系 针织基础工艺 姚晓林

8 服装系 针织服装 CAD 姚晓林

9 服装系 针织服装概论 姚晓林

10 服装系 羊毛衫生产工艺 张伍连

11 服装系 羊毛衫基础工艺 张伍连

12 服装系 电脑横机 张伍连

13 服装系 服装展示策划 姜 伟

14 服装系 服装摄影 姜 伟

15 服装系 针织服装设计 黄 寒

16 服装系 品牌设计与策划 黄 寒

17 服装系 服装工业工程 冯 麟

18 化学工程系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金 真

19 化学工程系 普通化学 童义平

20 化学工程系 化学过程分析与合成 王春花

21 计算机科学系 计算机网络 蔡昭权

22 计算机科学系 软件工程 刘宇芳

23 计算机科学系 Linux 系统 曾树洪

24 计算机科学系 组网技术与应用 陈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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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计算机科学系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曾少宁

26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备（概论） 邓文华

27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计与原理 1 王 琴

28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计表现技法 王 琴

29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中国建筑史 胡超文

30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制图Ⅰ 唐壮丽

31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制图Ⅱ 唐壮丽

32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合同管理 沈亚婷

33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房地产开发 沈亚婷

34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计算机辅助结构设计 董 璞

35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钢结构设计原理 赵 洁

36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专业英语 赵 熙

37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赵 熙

38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结构力学 唐 明

39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施工 娄永忠

40 教育科学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钟小川

41 经济管理系 证劵投资学 黄文娣

42 经济管理系 销售管理 林 宽

43 经济管理系 连锁经营管理 林 宽

44 经济管理系 现代推销学 林 宽

45 经济管理系 运营管理 齐韦存

46 经济管理系 企业财务审计 柴 静

47 旅游系 地图学 冯冬宁

48 旅游系 旅游学概论 黄晓弘

49 美术系 人体素描 杨中华

50 美术系 油画人体 杨中华

51 美术系 装饰艺术 罗晓敏

52 美术系 创意表达 李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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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术系 电脑辅助设计 1 王 炜

54 生命科学系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丁运华

55 生命科学系 园林规划设计 彭 敏

56 生命科学系 生物统计学 钟平生

57 生命科学系 动植物检疫 钟平生

58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形势与政策 吴恒亮

59 体育系 体育游戏 任早珍

60 体育系 羽毛球 陈 群

61 体育系 体育经济学 刘晓辉

62 外语系 日语阅读 饶秋玲

63 音乐系 声乐教法 李淑珍

64 音乐系 钢琴教学法 段小敏

65 音乐系 钢琴合奏 段小敏

66 音乐系 声乐与钢琴伴奏艺术指导 段小敏

67 政治法律系 东江文化概论 成晓军

68 政治法律系 历史教学论 张小平

69 政治法律系 版本目录学 庄丽丽

70 政治法律系 会计学基础 柳春慈

71 政治法律系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研究 徐旭阳

72 中文系 西方文论 卜凌云

备注：美术系《人物素描》应为《人体素描》，2013-01-08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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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学 院 文 件 

惠院发〔2013〕47 号 

——————————————————————————— 

关于公布惠州学院 2013 年度 
校级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惠院 

教发〔2009〕33 号）的有关要求，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 

审核，现认定《内衣基础纸样》等 25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13 年度合格课程。 

特此通知 

附件：2013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惠州学院 

2013年 5月17日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年 5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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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系部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服装系 内衣基础纸样 杨雪梅 

2  服装系 内衣基础结构 杨雪梅 

3  服装系 服装表演策划与组织 周 婕 

4  服装系 形象艺术设计 周 婕 

5  经济管理系 审计技术与方法 袁 睿 

6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经济学 沈亚婷 

7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项目投资与融资概论 沈亚婷 

8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工程估价 中国生 

9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工程概预算 中国生 

10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建筑设计原理Ⅴ 蔡仕谦 

11  生命科学系  3DMAX  覃 婕 

12  体育系 健身娱乐项目与管理 李玉动 

13  体育系 运动竞赛组织与管理 蓝国彬 

14  体育系 运动处方 张宗国 

15  体育系 保健按摩 张宗国 

16  体育系 安全防护与急救 张明军 

17  体育系 运动生物化学 张明军 

18  体育系 网球 吴 俊 

19  体育系 体育舞蹈 张艳枚 

20  体育系 体育统计学 刘 玉 

21  体育系 运动营养学 汪 浩 

22  中文系 美学概论 颜 敏 

23  中文系 艺术概论 李 艳 

24  中文系 中国电影史 卜凌云 

25  中文系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郭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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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学 院 文 件 

惠院发〔2014〕148 号 
——————————————————————————— 

关于公布惠州学院 2014 年度校级 

合格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惠州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惠院教 

发〔2013〕118 号）的有关要求，经教务处对各系（部）课程审 

核，现认定《数字信号处理》等 48门课程（见附件）为我院 2014 

年度合格课程。 

附件：2014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惠州学院 

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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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系部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电子科学系 数字信号处理 崔 晗 

2  电子科学系 理论力学 刘 敏 

3  电子科学系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龚伟平 

4  电子科学系 电力电子技术 周 玲 

5  电子科学系 科学技术导论 刘 佟 

6  电子科学系 信息论基础 刘 佟 

7  电子科学系 数学物理方法 宋晋湘 

8  电子科学系 移动通信 凌家良 

9  电子科学系  C语言程序设计 陈治明 

10  服装系 内衣成衣工艺 杨雪梅 

11  服装系 内衣成衣设计 杨雪梅 

12  服装系 内衣工艺基础 杨雪梅 

13  计算机科学系 网络通信程序设计 肖 东 

14  计算机科学系 高级网页开发技术 肖 东 

15  教育科学系 人体解剖生理学 张明军 

16  教育科学系 学前卫生学 翟新灵 

17  教育科学系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许 炯 

18  教育科学系 学前儿童文学 潘桂玲 

19  教育科学系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肖崇好 

20  教育科学系 教师职业道德 黄国庭 

21  教育科学系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朱安安 

22  旅游系 人文地理学 杨志英 

23  旅游系 水文、植物与土壤地理学 戴学军 

24  旅游系 遥感概论 尹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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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旅游系 中国地理 王丰年 

26  旅游系 自然灾害学 白 旸 

27  旅游系 环境学概论 白 旸 

28  旅游系 旅游心理学 董琳琳 

29  体育系 体育管理学 肖海婷 

30  体育系 水上救生 纪 纲 

31  外语系 英语教学法 易 斌 

32  外语系 日本概况 李 乐 

33  外语系 日语口译 曾源深 

34  外语系 英语诗歌选读 黄 伟 

35  外语系 学术论文写作 康传金 

36  外语系 日本文学史 饶秋玲 

37  外语系 语言学概论 蒋新桃 

38  外语系 日语笔译 付自文 

39  外语系 英语散文选读 谢灿琛 

40  政治法律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代 杰 

41  政治法律系 公共管理的方法与技术 厉进伟 

42  中文系 海外华文文学 颜 敏 

43  中文系 训诂学概论 张青松 

44  中文系 汉字学概论 张青松 

45  中文系 现代汉语词汇学 陈淑环 

46  中文系 西方文化与礼仪 陈 梦 

47  中文系 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 周海英 

48  中文系 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 周海英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9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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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学 院 文 件

惠院发〔2017〕84 号

———————————————————————————

关于公布惠州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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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修订）》（惠院教

发〔2009〕33 号）的有关要求，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投票，

并经第 34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认定《通信系统原理》等

145 门课程（见附件）为我校 2016 年度合格课程。

特此通知。

附件：2016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惠州学院

2017 年 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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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校级合格课程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通信系统原理 彭文娟

2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信号与系统 彭文娟

3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数字图像处理 刘佟

4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万长林

5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迟正刚

6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分析 迟正刚

7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罗中良

8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测量与虚拟仪器 李平

9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控制系统 陈治明

10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电磁波 周玲

11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时装零售经营管理 宋惠景

12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时装采购 宋惠景

13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成衣工艺 杨雪梅

14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工程设计 杨雪梅

15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工艺基础 杨雪梅

16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工艺设计 杨雪梅

17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成衣基础（泳装） 杨雪梅

18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成衣设计（塑身衣） 杨雪梅

19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结构基础（家居服） 杨雪梅

20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结构设计（文胸） 杨雪梅

21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美容与化妆 周婕

22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形体塑造基础 周婕

23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时装表演艺术 周婕

24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时装顾客行为 索理

25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索理

26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服装消费心理学 索理

27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国际时装零售 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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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内衣成型技术 张恒

29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无缝成型技术（无缝内衣） 张恒

30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丝网印花艺术 吴晓菁

31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服装材料鉴别与测试 王旖

32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服装国际贸易 张恒

3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发展史 廖芳丽

3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教学论 廖芳丽

3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廖芳丽

36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廖芳丽

37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微格教学 廖芳丽

38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 曾少宁

39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导论 李慧

40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算法分析与设计 曾科翰

41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导论 杨雄

4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数字图象处理 杨雄

43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杨雄

44 地理与旅游学院 饭店管理 张翠苹

45 地理与旅游学院 餐饮管理 董琳琳

46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经济学 张翠苹

47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规划与开发 李颜

48 美术与设计学院 课程设计与有效教学 彭秀华

49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师课堂教学艺术 彭秀华

50 美术与设计学院 工笔画基础 彭秀华

51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画基础 彭秀华

52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画论 彭秀华

53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教学法 彭秀华

54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人机工程学 吕健安

55 美术与设计学院 灯具设计 吕健安

56 美术与设计学院 电子产品外观设计 吕健安

5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室内设计方法 徐进

58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心理学 徐进

59 美术与设计学院 商业空间设计 1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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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美术与设计学院 商业空间设计 2 徐懿睿

61 美术与设计学院 住宅空间设计 徐懿睿

62 美术与设计学院 展示设计 陈炜炫

63 美术与设计学院 表现技法 陈炜炫

64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景观设计 陈炜炫

65 美术与设计学院 家具设计 张萍

66 美术与设计学院 材料与技法 王绍轩

67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油画人物 王绍轩

68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油画基础 罗晓敏

69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方法与程序 孙洪波

70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 黄小龙

71 美术与设计学院 篆刻 黄小龙

72 美术与设计学院 影像基础 李辉

73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色彩基础 李晓斌

74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油画风景 李晓斌

75 美术与设计学院 写意花鸟 蒙一宗

76 美术与设计学院 山水临摹与写生 蒙一宗

7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外出写生 张如鑫

78 美术与设计学院 速写 赵金秋

79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设计概论 钟兆荣

80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设计史 钟兆荣

81 美术与设计学院 外国美术史 钟兆荣

82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概论 钟兆荣

83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史 钟兆荣

84 美术与设计学院 字体设计 王骏

85 美术与设计学院 网页设计 王炜

86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籍装帧设计 吴冠聪

87 美术与设计学院 印刷材料与工艺 吴冠聪

88 美术与设计学院 品牌形象设计 周琳

89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抽样调查技术 李德旺

90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国民经济核算 李德旺

91 体育学院 五人足球 叶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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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体育学院 田径运动 李玉动

93 体育学院 运动医务监督 张明军

94 体育学院 中外体育比较 吴俊

95 体育学院 奥林匹克文化 刘玉

96 体育学院 体育史 刘玉

97 体育学院 体育健康课程与教学论 周丽红

98 体育学院 拓展运动 温一帆

99 体育学院 户外运动 温一帆

100 体育学院 社区体育导论 肖剑

101 体育学院 瑜伽 任早珍

102 体育学院 气排球与软式排球 任早珍

103 体育学院 体育美学 李林

104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概论 刘晓辉

105 体育学院 毽球 徐皞

106 体育学院 木兰拳剑扇 刘国钊

107 体育学院 舞狮与麒麟舞 刘国钊

108 体育学院 南拳 刘国钊

109 体育学院 太极拳 刘国钊

110 体育学院 跆拳道 刘国钊

111 体育学院 体育统计与 spss应用 宋宗佩

112 体育学院 体育与休闲 葛庆英

113 体育学院 体育俱乐部管理 谭德军

114 外国语学院 高级英语 李巧丽

115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阅读 唐慧丽

116 外国语学院 英语文学史 唐慧丽

117 外国语学院 英语测试学 梁健丽

118 外国语学院 教师课堂教学艺术 梁健丽

1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阅读 钟秀妍

120 外国语学院 日本文学作品选读 付自文

121 外国语学院 日语口语 饶秋玲

122 外国语学院 日语报刊选读 何木凤

123 外国语学院 商务日语 曾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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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外国语学院 口译 何宇靖

125 外国语学院 高级日语 具香

126 外国语学院 语言与文化 李乐

127 外国语学院 日语基础写作 蒋新桃

128 音乐学院 音乐美学 董莹

129 文学与传媒学院 西方电影史 李艳

130 文学与传媒学院 西方艺术史 李艳

131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现代散文赏析 崔绍怀

132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与制作 王立祥

133 政法学院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 柳春慈

134 政法学院 社会保障概论 柳春慈

135 政法学院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王秋花

136 政法学院 社会学概论 王秋花

137 政法学院 社区工作 周巍

138 政法学院 小组工作 周巍

139 政法学院 社会工作理论 温智

140 政法学院 外国教育史 郭平兴

14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何资桥

142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段飞艳

143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学 罗红

144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谢桂新

145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史 黄国庭

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7年3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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