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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文件 
 

 

天城大教务〔2021〕93 号 

 

 

 

2021  

 

 

各教学单位： 

依据《关于开展 2021 年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的通

知》（天城大教务〔2021〕78 号）文件，学校启动 2021 年校级

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 

经教务处形式审查、专家组评审、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

议和校长办公会审定，并通过公示，决定对 65 项本科课程思政

示范课建设项目（名单见附件）批准立项。 

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工作，各门课

程要充分利用“课堂”主阵地，深入挖掘课程及各教学环节的思



   - 2 -   

政内涵和育人功能，不断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附件：2021 年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名单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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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教学单位 

1 JG-KS-2101 美术基础 常成 建筑学院 

2 JG-KS-2102 城市设计原理 李小娟 建筑学院 

3 JG-KS-2103 城市生态与环境规划 王滢 建筑学院 

4 JG-KS-2104 城乡社会综合调研 曾穗平 建筑学院 

5 JG-KS-2105 港口水工建筑物 蒋学炼 土木工程学院 

6 JG-KS-2106 工程水力学 史艳娇 土木工程学院 

7 JG-KS-2107 钢结构 姚姝 土木工程学院 

8 JG-KS-2108 运筹学与交通系统分析 蔡宏洲 土木工程学院 

9 JG-KS-2109 港航水文学 庄茜 土木工程学院 

10 JG-KS-2110 土木工程材料 A 吴东云 土木工程学院 

11 JG-KS-2111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常茹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2 JG-KS-2112 燃气燃烧与应用 B 胡静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3 JG-KS-2113 流体输配管网 A 李军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4 JG-KS-2114 新能源应用技术 王泽生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5 JG-KS-2115 制冷设备与系统 李艺凡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6 JG-KS-2116 换热器原理与设计 马学莲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 4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教学单位 

17 JG-KS-2117 材料概论 张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JG-KS-2118 无机非金属材料生产设备 宁彩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JG-KS-2119 水泥基复合材料 张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JG-KS-2120 高分子物理 廖晓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JG-KS-2121 材料表面与界面 李亚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JG-KS-2122 工厂工艺设计概论 B 韩高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3 JG-KS-2123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樊兴菊 经济与管理学院 

24 JG-KS-2124 工程经济学 侯信华、郭伟 经济与管理学院 

25 JG-KS-2125 管理学原理（双语） 吕晨 经济与管理学院 

26 JG-KS-2126 土地经济学 黄凌翔 经济与管理学院 

27 JG-KS-2127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李锦华、王艳娜 经济与管理学院 

28 JG-KS-2128 土地管理学 李雪梅 经济与管理学院 

29 JG-KS-2129 环保设备基础 吴丽萍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0 JG-KS-2130 生产实习 汪艳宁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1 JG-KS-2131 水泵与水泵站 刘阳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2 JG-KS-2132 水工程经济 杜永亮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3 JG-KS-2133 环境分析化学 魏少红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4 JG-KS-2134 给水处理厂课程设计 李文朴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35 JG-KS-2135 数字信号处理 潘玉恒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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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教学单位 

36 JG-KS-2136 操作系统 陈亚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37 JG-KS-2137 设计与心理学 王璞 城市艺术学院 

38 JG-KS-2138 自然科学基础 张小开 城市艺术学院 

39 JG-KS-2139 英语阅读(2) 时园园 外国语学院 

40 JG-KS-2140 机械图学 B（2） 修妍 理学院 

41 JG-KS-2141 量子力学 梁春恬 理学院 

42 JG-KS-2142 电磁学 田维 理学院 

43 JG-KS-2143 高等代数（2） 刘文新 理学院 

44 JG-KS-2144 分析化学实验 马晓思 理学院 

45 JG-KS-2145 物理化学 A（2） 周建国 理学院 

46 JG-KS-2146 高等数学 A(1) 袁彦东 理学院 

47 JG-KS-2147 高等数学 A(2) 李丽芳 理学院 

48 JG-KS-214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王素芹 理学院 

49 JG-KS-2149 建筑图学 B（1） 魏丽 理学院 

50 JG-KS-2150 大地测量学 王勇 地质与测绘学院 

51 JG-KS-2151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A 国巧真 地质与测绘学院 

52 JG-KS-2152 遥感技术与应用 A 修丽娜 地质与测绘学院 

53 JG-KS-2153 GIS 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 A 张利辉 地质与测绘学院 

54 JG-KS-2154 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 徐梦婧 地质与测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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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教学单位 

55 JG-KS-2155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 赵建军 地质与测绘学院 

56 JG-KS-2156 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 吴彦旺 地质与测绘学院 

57 JG-KS-2157 产品语意设计 崔闻珊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58 JG-KS-2158 电气安全 郭福雁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59 JG-KS-2159 电工学 康广玉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60 JG-KS-2160 电力电子技术 A 罗春丽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61 JG-KS-2161 机械原理 张婧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62 JG-KS-2162 模拟电子技术 A 朱琳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63 JG-KS-2163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B 张志强 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64 JG-KS-2164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C 洪姣 计算中心 

65 JG-KS-2165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A 戴春霞 计算中心 

 

 

   

 

 

呈送：校领导 

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