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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高〔2017〕38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7 年度
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

课程评选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高〔2017〕20 号）要求，我委组织开

展了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的评选工作。经学校推荐、网

上公示、专家评审等程序，我委研究决定，授予复旦大学《电子治

理》等 96 门课程“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称号。现将名单（见附

件）予以公布。

希望各高校充分发挥课堂育人的主渠道功能，继续加强精品课

程建设，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激励名师、教授积极为本科

生开设优质课程，促进教学相长，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

本科教学的社会认可度和满意度。

附件：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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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5日

附件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

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复旦大学 电子治理 郑 磊

复旦大学 传播学概论 廖圣清

复旦大学 现代张量分析及其在连续介质力学中的应用 谢锡麟

复旦大学 信号与通信系统 汪源源

复旦大学 医学微生物学 袁正宏

复旦大学 药物动力学 王建新

复旦大学 皮肤病学 徐金华

复旦大学 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 沈忆文

上海交通大学 电气与电子测量技术 罗利文

上海交通大学 设计与制造 I 蒋 丹

上海交通大学 信号与系统 徐昌庆

上海交通大学 控制理论 张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传播学导论 李本乾

上海交通大学 政治经济学经典导读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 钟根元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综合实验 陈秋龙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与土木工程师 赵宪忠

同济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李占才

同济大学 河流动力学 刘曙光

同济大学 人工智能原理 苗夺谦

同济大学 风景区规划原理 韩 锋

同济大学 陶艺设计 阴 佳

同济大学 文化遗产概览 黄松、朱崇志

华东师范大学 食品安全与科学理性 杜震宇

华东师范大学 插图设计 陈 澜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孙 亮

华东师范大学 美学 刘 阳

华东师范大学 环境问题观察 张 勇

华东师范大学 学校体育学 董翠香

华东理工大学 电子商务概论 李 英

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概论 陆 冲

华东理工大学 制药工艺学 冀亚飞

华东理工大学 基因组学 张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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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华东理工大学 理论力学 马新玲

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刘震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双语主持与新闻现场报道 邓惟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基础葡萄牙语 I 徐亦行

东华大学 服装造型 崔志英

东华大学 商业银行管理 王千红

东华大学 有机化学 黄焰根

东华大学 Linux 系统 燕彩蓉

上海财经大学 社会保障学 杨翠迎

上海财经大学 供应链管理 谢家平

上海财经大学 数理统计 吴纯杰

上海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 梁治安

上海海事大学 国际航运概论 王学锋

上海音乐学院 指挥法 张国勇

上海音乐学院 东方音乐 赵维平

上海戏剧学院 戏曲写作 刘艳卉

上海戏剧学院 形体技巧训练 李 莉

上海体育学院 学校体育学 唐 炎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营养学 王 茹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公法 李伟芳

华东政法大学 传播法研究 范玉吉

华东政法大学 英汉-汉英法律翻译 屈文生

上海海洋大学 遥感原理 韩 震

上海海洋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陈艳红

上海电力学院 热力发电厂 郑莆燕

上海电力学院 现代表面科学与工程 徐群杰

上海电力学院 高电压技术 马爱清

上海大学 线性代数 王卿文

上海大学 机电一体化原理 田应仲

上海大学 商务统计学 姜爱萍

上海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 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骨科学 张长青、陈云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基础医学器官系统整合课程 郭晓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消化系统整合课程 房静远

上海中医药大学 经络腧穴 张海蒙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化学 李医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 康复护理与人文 周文琴

上海中医药大学 生物化学 金国琴、张学礼

上海师范大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石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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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上海师范大学 基础会计 刘红梅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钱文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罗玉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综合英语 孙雪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创业管理 王 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数字逻辑 钟伯成

上海理工大学 通风工程 王丽慧

上海理工大学 招贴设计 姜君臣

上海理工大学 材料力学 汪中厚

上海理工大学 过程设备设计 苏文献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女性学 高雅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妆品工艺学 张婉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 潘海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数学分析（工科） 罗 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公共管理学 杨秋菊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信用分析数据采集与管理 刘晓明

上海电机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陈瑞丰

上海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王胜桥

上海政法学院 WTO 法律制度 王祥修

上海政法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王慧博

上海杉达学院 大学生职业生涯导论 高红霞

上海杉达学院 包装设计 万 轩

上海建桥学院 计算机网络原理 蒋中云

上海健康医学院 电路原理 乔灵爱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