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拟立项专业建设团队

序号 学院 专业 团队负责人

1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学辉

2 材料学院 材料化学 顾少轩

3 交通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袁萍

4 机电学院 工业工程 罗亚波

5 机电学院 包装工程 徐劲力

6 能动学院 轮机工程 钱作勤

7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冯仲仁

8 土木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任志刚

9 土木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李孟

10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过学迅

11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张国方

12 汽车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 侯献军

13 资环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袁艳斌

14 资环学院 采矿工程 王玉杰

15 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刘泉

16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袁景凌

17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傅剑

18 航运学院 航海技术 徐言民

19 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赵章焰

20 物流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志平

21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杨应平

22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吴传生

23 理学院 统计学 肖新平

24 化生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鄢烈祥/张光旭

25 化生学院 应用化学 雷家珩/李曦

26 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刘平峰

27 61 环境设计 武星宽/王刚



2016年拟立项课程教学团队

序号 学院 负责人 建设内容

1 材料学院 黄学辉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2 材料学院 谢峻林 “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3 材料学院 冯小平 “无机非金属材料实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4 材料学院 董丽杰
“聚合物加工原理与工艺”、“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实验
”三门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5 材料学院 姜洪舟 “热工设备”课程建设

6 材料学院 陈万煜 “材料概论”双语课程本科教学团队建设

7 材料学院 常明 “CADCAM基础”及相关课程群组建设

8 材料学院 朱晓萌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9 管理学院 罗帆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10 管理学院 刘明菲 “营销管理与策划”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11 管理学院 王超 “情商管理与沟通”课群建设

12 管理学院 江长斌 “网站建设与网页设计”课程教学团队

13 航运学院 翁建军 “船舶操纵与控制”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14 航运学院 郝勇 “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课程教学团队

15 化生学院 朱岩 化工基础课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16 化生学院 谢浩 生物技术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17 化生学院 张光旭 基于“化工原理”课程群的教学方法改革与信息化建设

18 化生学院 刘军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19 化生学院 徐海星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20 化生学院 肖亮 “无机化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学团队建设

21 机电学院 戴蓉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群团队建设

22 机电学院 王琳 “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团队

23 机电学院 黄安贻 “控制工程基础”跨专业课程团队建设

24 机电学院 胥军 过程控制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25 机电学院 丁毓峰 “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团队

26 机电学院 常建蛾 设施规划及物流分析类课程群

27 机电学院 凌鹤 “机械CAD/CAM”课程教学团队



28 机电学院 丁国平 “人因工程”课程教学团队

29 机电学院 叶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特色课程群

30 机电学院 胡业发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课程教学团队

31 计算机学院 熊盛武 “计算思维及算法设计”

32 计算机学院 饶文碧 “计算机系统能力”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33 计算机学院 李民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34 计算机学院 赵广辉 构建计算思维在材料学科实践教学框架

35 交通学院 尹靓 交通工程课程群及课程团队建设

36 交通学院 毛筱菲 船舶原理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37 理学院 廖红 “物理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38 理学院 何朗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数学建模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39 理学院 赵黎 “大学物理”及“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40 理学院 陈晓江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41 理学院 万源 双语数学类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42 理学院 黄莉 在线开放教学下的公共基础力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43 马克思学院 邵献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问题教学法之问题逻辑研究

44 马克思学院 潘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重点难点问题
教学研究

45 能动学院 贺玉海 “船舶动力工程（内燃机）”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与课程改革

46 能动学院 钱作勤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课程建设团队

47 能动学院 范世东 船舶机械制造、安装、维护及检验课程群团队建设

48 能动学院 朱汉华 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群团队建设

49 能动学院 高岚 船舶电气自动化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50 能动学院 成春祥 “船舶管理”课程团队建设

51 汽车学院 杨波 汽车理论课程群本科教学团队建设

52 汽车学院 罗马吉 热工流体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53 汽车学院 魏明锐 车载动力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54 土木学院 王协群 土力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教学团队

55 外语学院 谭颖 大学英语后续CBI（文化依托）系列课程

56 外语学院 周力 “法语精读”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57 外语学院 马文丽 基于课程组的翻译教学团队建设



58 外语学院 武月琴 英语专业课程团队建设

59 外语学院 李清萍 “基础日语”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0 文法学院 汪炜 “经济法概论”本科教学团队建设

61 物流学院 王长琼 “供应链管理”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62 物流学院 罗齐汉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3 信息学院 江雪梅 信号类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4 信息学院 阙大顺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5 信息学院 王虹 “通信原理”课程团队建设

66 学工部 魏超 大学生职业发展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7 艺设学院 吕杰锋 交通工具设计课程组教学团队建设 

68 行政学院 王盛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69 资环学院 章光 矿山安全课程群教学团队建设

70 自动化学院 郭建明 “电工学”课程体系构建和教学改革

71 自动化学院 虞莉娟 “电路原理”双语课程体系构建和教学改革



2016年拟立项实践教学团队

序号 学院 负责人 建设内容

1 交通学院 茅云生 船舶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2 管理学院 杜伟岸
“专业+创业”的创业教育探索、改革与突破（经济学院创业教育团

队）

3 机电学院 王志海 机械制造工程实训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4 机电学院 胥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创新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5 机电学院 李益兵 机械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6 能动学院 杨志勇 轮机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7 能动学院 金勇 南京油港-武汉理工大学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8 汽车学院 田哲文 汽车拆装实习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9 汽车学院 杨波 汽车性能实验教学团队建设

10 资环学院 尹章才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体系化建设

11 资环学院 张高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实习、实验教学协同改革与实践教学团队建
设

12 资环学院 任高峰 采矿工程专业全工艺综合实验教学团队

13 计算机学院 彭德巍 计算机类实践教学与创新

14 自动化学院 周新民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和实践教学改革

15 航运学院 徐言民 实习船航行实习与操纵仿真模拟实践教学团队

16 航运学院 谭志荣 海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17 物流学院 曹小华 面向物流工程卓越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团队

18 物流学院 朱泽 本科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

19 理学院 陈建中 工程力学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20 化生学院 史彬 面向卓越人才培养的化工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21 化生学院 徐海星 制药工程本科实践教学团队的建设

22 经济学院 陈为 经济学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建设团队

23 外国语学院 马益平 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24 外国语学院 李斯 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25 行政学院 陈满堂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团队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