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智慧教室教学应用”培训的通知 

各位教师： 

为了帮助我校教师，特别是本学期在智慧教室授课的教师（名单

见附件 1），尽快掌握智慧教室的使用方法和教学应用功能，教师发

展中心于 2018 年 4 月 9 日起开展“智慧教室教学应用”培训。 

现将相关培训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帮助我校教师更好地掌握智慧教室教学功能、特点、技术和技能，

增强通过智慧教室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力，顺利完成智慧

教室教学任务。 

二、培训对象 

本学期在智慧教室授课的教师及其他对智慧教室教学感兴趣的

老师。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1、培训时间：2018 年 4 月 9/11/12 日 下午 16:30 

2、培训地点：科苑一楼智慧教室 

四、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采用讲练结合的体验式培训方式，内容主要围绕 3 个模

块进行：智慧教室功能的介绍、智慧教室教学应用技能、技术介绍；

智慧教室教学应用经验的介绍与案例分享；智慧教室教学应用实战演

练。 

五、报名时间和办法 



有意参加本次培训的教师请于 4 月 8 日 16:00 前将参训报名回执

单（附件 2）电子版发送到 627483074@qq.com，联系人：武冲冲。 

六、培训注意事项 

1、请所有参训教师自带笔记本电脑参加培训； 

2、参加培训的教师不得迟到或早退；  

3、未尽事宜，请咨询教师发展中心。 

咨询电话：7031 ； 联系人：武冲冲 

 

附件 1：本学期在智慧教室授课的教师名单 

附件 2：参训报名回执单 

 

          教师发展中心 

                       2018年 3 月 30 日 

 

 



 

附件 2 

本学期在智慧教室授课的教师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职称 学院（中心） 上课专业 上课班级 上课日期 

1     模具设计与制造    董忍娥 其他副高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2 4.09 

2 精密机械加工   李京泽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4 4.09 

3 精密机械加工  黄鹏飞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1 4.09 

4 汽车运用工程  雷同飞 副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501 4.10 

5 企业财务管理   郝蓉蓉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1502 4.10 

6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党波 副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3 4.10 

7 材料力学   张宏伟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3 4.11 

8 企业形象设计   赵静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1501 4.11 

9 机械原理  刘守法 副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1 4.11 

10  工程力学   赵巧绒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01 4.12 

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陈思朦 助教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 1601 4.12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孟利军 副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方向班 4.12 

13 机械制造基础  孙琳琳 副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601 4.13 

14 材料力学   张莉 其他副高级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 1602 4.13 

15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段金英 讲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3 4.13 

16 经济法与建设法规 高榕 讲师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501/1502 4.16 

17 房屋建筑学 张炜 助教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2 4.16 

18 工程经济学 高莹 讲师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501/1502 4.17 

19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石丽辉 讲师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503 4.17 

20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 滕伟玲 讲师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501/1502 4.18 

21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李萌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501 4.18 



22 经济学 王欣林 助教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601 4.19 

23 工程经济 魏涛 助教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501 4.19 

24 工程合同管理 冯少飞 助教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603 4.20 

25 土木工程专业外语 刘方 副教授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503 4.20 

26 审计学 殷雪松 讲师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CG1505 4.23 

27 内部控制 李将敏 助教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603 4.23 

28 公司战略与风险控制 雷怡瑾 讲师 会计学院 CPA CPA1501 4.23 

29 经济责任审计 任昊源 讲师 会计学院 审计学 SJ1501 4.24 

30 税法 蔡雨田 讲师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607 4.24 

31 中级财务会计 A1 牛景 讲师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706 4.24 

32 税务会计 袁显朋 讲师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503 4.25 

33 财务管理 张媛 讲师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CG1603 4.25 

34 视听说 赵绮子 助教 会计学院 ACCA ACCA1701 4.25 

35 管理会计 冯苒 助教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507 4.26 

36 跨国公司财务 王亚丹 讲师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CG1503 4.26 

37 税法 杜盼盼 讲师 会计学院 CPA CPA1601 4.26 

38 税务会计 王少华 讲师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CG1505 4.27 

39 资产评估 李璐 助教 会计学院 会计学 KB1509 4.27 

40 F8 成逸凡 助教 会计学院 ACCA ACCA1501 4.27 

41 工程制图 赵力元 讲师 设计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701/1704/1705 4.30 

42 动漫造型基础 魏玉晶 讲师 设计艺术学院 动画 1701 5.04 

43 图形设计 石鹏 助教 设计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02 5.05 

44 MapReduce 技术  颜群 高级工程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07 

45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 司开波 讲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07 

46 数据结构 张玉成 副教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03 5.07 



47 数据挖掘技术 左银波 助教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08 

48 设计模式 范晖 副教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08 

49 云计算技术 方林波 副教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09 

50 数据结构 迟玉红 讲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01 5.09 

51 设计模式 范晖 副教授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1 5.10 

52 无机及分析化学 A2 张东霞 副教授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701 5.14 

53   SPSS 软件及其应用        尚云艳 讲师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1601 5.14 

54 线性代数 任水利 讲师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1701 5.14 

55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葛媛\郭准 副教授\讲师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502 5.15 

56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侯文涛 助教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1501 5.15 

57 数字电子技术 张彤 研究员 理学院 自动化 1601 5.15 

58 电路原理 解江 副教授 理学院 自动化 1701 5.16 

59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熊伟 副教授 理学院 自动化 1501 5.16 

60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李红波 讲师 理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502 5.16 

61 有机化学 A2 霍小平 副教授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601 5.17 

62 智能仪表与仪器 钟麟 副教授 理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501 5.17 

63 大学物理 A1 段耀勇 研究员 理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701 5.17 

64 数字电子技术 王宽仁 副教授 理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601 5.18 

65 精细化学品分析与检测 马强\赵玉真 副教授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501 5.18 

66 大学物理 A1 黄海清 副教授 理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01 5.18 

67 平面设计 靳强 讲师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501 5.21 

68 消费者行为学 毛展展 助教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501 5.21 

69 中国近代史纲要 周洁琼 讲师 通识教育中心 市场营销 1702 5.21 

70 外贸商品学 周洲 讲师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01/1502 5.22 

71 商务日语 A1 张秉涛 讲师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011502 5.22 



72 中国近代史纲要 周洁琼 讲师 通识教育中心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02 5.23 

73 电子商务概论 王冬霞 副教授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701 5.24 

74 工程数学 B1 丁毅涛 讲师 理学院 电子商务 1701 5.24 

75 市场购买行为分析 王丽 讲师 商学院 市场营销 1601 5.25 

7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杨宝国 讲师 通识教育中心 市场营销 1601 5.25 

77 采访与写作 刘萍 助教 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1701/1702 5.28 

78 摄像技术与应用 俞炫宇 助教 传媒学院 新闻学 1601/1602 5.29 

79 新闻摄影 李政 讲师 传媒学院 新闻学 1701/1702 5.30 

80 广告学 贾碧峰 讲师 传媒学院 新闻学 1601/1602 5.31 

81 信息图表设计 王晓琳 助教 传媒学院 新闻学 1501/1502 6.01 

82 现代汉语 A2 韩国秀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01 6.04 

83 中国现当代文学 A2 姚宝香 讲师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01 6.04 

84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课程设计 丁爱芹 讲师 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 1701 6.04 

85 英语视听说 A2 辛豆 讲师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02 6.05 

86 跨文化交际 董小倩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6.05 

87 基础英语 A4 徐舟 助教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6.05 

88 商务英语 王英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6.06 

89 英语口译 A2 董春晖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01 6.06 

90 古代汉语课程设计 曹永欣 讲师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01 6.06 

91 酒店电子商务 唐树艺 助教 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 1601 6.07 

92 现代酒店管理概论 朱仁鹏 讲师 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 1701 6.07 

93 多媒体课件制作 张燕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3 6.07 

94 宴会设计与管理 周馨 助教 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 1601 6.08 

95 旅游规划与开发 李晟 讲师 外国语学院 旅游管理 1501 6.08 

96 护理伦理学 刘子瑄 助教 医学院 护理学 1601 6.11 



97 药理学 李康樗 副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703 6.11 

98 大学物理 A1 周晓华 副教授 理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702 6.11 

99 高等数学 郭怡冰 讲师 理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702 6.12 

100 马原理 赵国锋 讲师 通识教育中心 护理学 1602 6.12 

101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金晓航 副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701/1702/1703 6.12 

102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孙雨婷 副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702 6.13 

1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汤宇帆 助教 通识教育中心 医学影像技术 1704 6.13 

104 内科护理学 A1 王蕾 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602 6.13 

105 外科护理学 A1 张纯瑜 助教 医学院 护理学 1603 6.14 

106 生理学 堵舒桐 副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702 6.14 

107 内科护理学 A1 王蕾 教授 医学院 护理学 1601 6.15 

108 人体断层影像解剖学 宋俊峰 教授 医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703 6.15 

 

 

 

 

 

 

 

 

 

 

 

 

 



附件 2 

参训报名回执单 

姓 名  学 院  

参训场次 9日□ 11 日□ 12 日□ 手 机 号  

是否参加过智慧

教室培训 

是□   否□ 是否有智慧教室

授课经历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