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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立项建设课程名单
申报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山西大学

运动解剖学 线上 吴丽君

光学 线上 郜江瑞

力学 线上 李志坚

大学物理 线上 李秀平

西方哲学史 线上 江  怡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线上 乔瑞金

量子力学 线上 张云波

中国法律史 线下 周子良

民法学 线下 汪渊智

环境生物学 线下 桑  楠

太原理工大学

计算方法 线上 李  明

工程水文学 线上 肖  娟

复变函数 线上 张建文

结构力学 线下 王  蕊

土木工程施工 线下 刘元珍

水质工程学（二） 线下 苏冰琴

物理化学 线下 樊金串

土力学 线下 曾国红

房地产法 线下 雷  兰

化工原理 线下 徐守冬

电工电子技术 线下 乔记平

山西农业大学

植物遗传学 线上 李梅兰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线上 张淑娟

草地生态学 线上 赵 祥

植物学 线上 梁建萍

生物化学 线上 郭春绒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线上 白亚锋

数据库系统 线下 成丽君

JAVA程序设计 线下 贾宗维

土壤学 线下 谢英荷

农科物理学 线下 段智英

山西医科大学

功能神经外科学 线上 郝政衡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线上 王斌全

医疗大健康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线上 吕晓燕

系统解剖学 线上 陆 利

外科学 线上 刘建生

精神病学 线上 徐 勇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整合课程） 线下 王志莲

药剂学 线下 杜 艳

大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基础 线下 周丽霞

器官系统临床技能课程 线下 周 芸

山西财经大学

微积分 线上 刘振洁

企业经营决策虚拟仿真实训 线上 续慧泓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 线下 李 勇

资产评估学 线下 孙 凡

财务管理学 线下 袁春生

山西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 线上 陈乐琴

排球运动理论与实践 线上 王  彤

仪器分析 线上 薛冰纯

普通动物学 线上 阴  环

微生物学 线下 胡青平

中北大学

电路分析基础 线上 杨风

常微分方程 线上 薛亚奎

自动控制原理 线上 任一峰

高分子物理 线上 王香梅

机械设计 线上 乔峰丽

工程制图 线下 马春生

高峰体验课-控制系统设计制作 线下 张吉堂

程序设计基础 线下 梁志剑

传感器原理及设计 线下 孟立凡

太原科技大学

大学生基本音乐素养 线上 张英民

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线上 刘传俊

理论力学 线下 梁清香

大学物理 线下 刘淑平

高级英语 线下 董 艳

计算机网络 线下 郭银章

化工原理 线下 史宝萍

长治医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线下 贾书花

神经病学 线下 刘 红

山西大同大学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线上 王丽珍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线上 宋晓霞

电动力学 线上 张子珍

C程序设计 线上 赵慧勤

生理学 线下 杨靖辉

太原师范学院 中国史学史 线下 杨 玮

忻州师范学院 运动生理学 线下 张 翔

运城学院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线上 王英杰

高等代数 线下 胡运红

长治学院 英语语音 线下 郭 佳

山西传媒学院
中国文学史 线上 夏东锋

播音发声 线下 刘 嘉

山西工商学院
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 线上 李 甜

广播节目主持 线下 张雪姣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线下 任菊香

基础会计学 线下 陈增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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