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文件 
 

学院教字〔2019〕36号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关于公布 

第一批“优课工程”名单的通知 

根据《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优课工程”建设指导意见》

的工作安排，经各二级学院推荐，现将第一批“优课”名单公布

如下： 

一、国际商学院 

序号 学院 教研室 姓名 课程名称 

1 

商学院 

国际经济

与贸易 

王宪民 
商务沟通（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赵艳 微观经济学 

3 单文博 国际商法 

4 张庆威 跨文化谈判 

5 吴巍巍 会计学 

6 王娟 国际结算 

7 徐薇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8 市场营销 王兰 市场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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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丽梅 管理学 

10 胡宁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1 高圣 数字营销 

12 

财务管理 

成慧君 CPA 会计 

13 郭伟 证券投资 

14 韩和林 
虚拟金融生态平台实训

（金融混业沙盘模拟） 

15 陆娟 会计学 

16 连红奇 成本管理会计 

17 郭秀华 CPA 税法 

18 张剑 
管理会计（ACCA 方

向） 

19 易卫平 投资学 

20 刘爽 
财务会计（ACCA 方

向） 

21 

金融工程 

盛大宸 公司理财 

22 王植 计量经济学 

23 李佳颖 商业伦理学 

24 张红宁 高等数学 II 

25 李繁荣 线性代数 

26 曾晔 大学英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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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大学英语

教研室 

王笑然 大学英语 III(国际班） 

28 王思远 大学英语 III(强化班） 

29 张蕾 大学英语 III 

30 宋文丽 大学英语 IV 

31 解晓宁 商务沟通 

32 刘晓琴 大学英语 IV 

33 陈飞飞 大学英语 IV 

二、国际设计学院 

序号 学院 教研室 姓名 课程名称 

1 

设计

学院 

动画 

李靓 数字绘画一 

2 李旭越 3D 角色动画 

3 刘冉 3D 角色动画 

4 刘硕 中外动画史 

5 唐洁 3D 角色材质 

6 闫文涛 AE 后期特效 

7 

视觉传达

设计 

刘晓宇 UI 设计 

8 杨凯 绘本设计 

9 张欣欣 设计应用 

10 李钊 设计探索 1 

11 李恒 数字媒体 1 

12 张璐璐 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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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夏岩枫 印刷媒体 4 

14 苗慧 中国古画研究 

15 

环境设计 

刁淑会 展示设计 

16 李明 中国古典建筑与园林 

17 刘宇 风景园林植物 

18 徐树杰 景观生态学 

19 杨帆 Design Illustration 

20 陈琳 形式与空间 

21 赵一诺 环境与空间 

22 王洪洲 建筑摄影 

23 

产品设计 

李中豪 珐琅工艺 

24 时晓明 品牌设计 

25 陈丽君 多功能产品设计 

26 

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杨雁泽 设计过程 2 

27 徐展 摄影语言 

28 高联国 媒体装置语言 

29 

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 

欧璇 影视数字绘画（ps） 

30 王征 三维光影与材质表现 

31 杨捷茹 面料再造 

32 王晓欢 分镜头设计与表现 

33 段玉珂 雅思听说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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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学英语

教研室 

李娟 大学英语 IV（艺术类） 

35 芮艳芳 大学英语 I-II（艺术类） 

36 于雪桐 雅思读写 IV 

37 杨娜 雅思听说 II（艺术类） 

38 王飞 翻译理论与实践 

39 张娟 大学英语 IV（艺术类) 

三、人文学院 

序

号 
学院 教研室 姓名 课程名称 

1 

人文学

院 
体育部 

戴雄 跑射联项 

2 高朗 跑射联项 

3 高文健 跆拳道 

4 李慧子 女子篮球 

5 蒲婧瑶 健美操 

6 王荣民 羽毛球 

7 王永 篮球 

8 赵悦 跆拳道 

9 陈希 羽毛球 

10 季婷 健美操 

11 李晓鹏 网球 

12 刘广欣 男子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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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传松 篮球 

14 张宏 乒乓球 

15 

思想政治理

论学科部 

赵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16 张秀霞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7 邱伟 《史记》精读 

18 郭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19 刘亮 
西方哲学中的认识与方

法 

20 赵浥 艺术创造 

21 

公共事业管

理+社会工

作 

郑莹 社会保障 

22 李洁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务 

23 李洁 心理画外音 

24 鲁志博 普通心理学 

25 宋文静 自我认知 

26 

汉语国际 

教育 

高青 语言教学法 

27 王伊璞 古代汉语 

28 王禾奕 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 

29 刘彦 文化创意专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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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元振芳 新闻采访与写作 

31 陈晨 语言学概论 

32 王晓彬 中国古代文学 IV 

33 卢雪云 中国现当代文学 

34 李雪松 现代汉语 1 

35 

英语 

余达 英汉对比 

36 杨爱欣 英语教学法 

37 李华宣 大学英语 I  

四、工学院 

序

号 
学院 教研室 姓名 课程名称 

1 

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黄俊莲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 李光杰 数据结构与算法 

3 方红琴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4 段雪丽 操作系统 

5 陈吉荣 Java Web 核心框架 

6 冯花平 离散数学 

7 电子信息 

工程 

张黎 电路分析基础Ⅰ 

8 结硕 数字电子技术 

9 
通信工程 

赵冬岩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庞艳杰 EDA 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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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亮 嵌入式开发及应用 1 

12 
物联网工程 

凌茵 
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 

开发 

13 赵淑晶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14 数字媒体 

技术 

孙宇娇 摄影语言 

15 孙萌 数字图像处理 

16 

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 

陈刚 产品二维设计 

17 赵建琴 机械设计 

18 赵彦威 电工技术 

19 耿文静 机械制图 1 

20 
城乡规划 

蒋天洁 Settlement Analysis 

21 李戈娃 Urban Audit 

22 
建筑学 

李朵阳 建筑设计初步 1 

23 李勇 美术 1 

24 
工业设计 

朱玉坤 设计心理学 

25 娄焕志 产品结构设计 

26 

工程管理 

高金桥 房屋建筑学 

27 申玲玲 土木工程材料 

28 舒红旗 土木工程施工 

29 王春英 建筑 CAD 

30 张淑红 平法识图与钢筋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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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赵雪莹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32 

数理教研室 

邢俊英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3 崔艳英 高等数学 1 

34 马吉臣 线性代数 

35 戴金滨 大学物理（电信）Ⅰ 

36 杨祥鹏 大学物理（电信）Ⅱ 

37 于文广 
生命健康（化学与生

命） 

38 

大学英语 

教研室 

李红 学术英语 

39 赵桂鹤 学术英语 3 

40 张倩 学术英语 2 

41 王秀红 学术英语 1-4 

42 杨立红 学术英语 1 

43 刘冰 学术英语 4 

44 靳谱夏 专业英语 

45 张敬儒 大学英语口语训练 

请各二级学院做好优课工程建设工作，以备验收。 

二Ｏ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教学管理  优课工程  公布  通知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办公室     2019年 9 月 28日印发  

                                          共印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