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的通知 

 

各高校： 

根据《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关于开

展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征集活动的通知》，

本教指委组织开展了第二批优秀案例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省内高校的大力支持，共收到 40 多所高

校的 1200 余份案例，经申报推荐、形式审查、多轮专家评

审等环节，共评选出优秀案例 310 份，其中高校类、学院及

专业类案例 55 项，教师或课程类案例 255 项（其中一等奖

95 项，二等奖 160 项），现予以公布。 

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将持续推送

优秀案例至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平台上公

布，部分优秀案例在征求相关负责人意见基础上，视情况予

以集结出版。奖励证书暂等疫情结束后进行颁发。 

请 第 二 批 获 批 优 秀 案 例 的 老 师 加 入 QQ 群 ：

（1074472964），以便于后期核对颁发证书相关信息。 

 

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8 日 

 广 东 省 本 科 高 校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指 导 委 员 会



附件： 

疫情阶段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获奖名单 

 

1.高校、学院或专业类案例 

序号 类别 学校 案例负责人 名称 

1 高校类 南方医科大学  张春辉 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工作的通知 

2 高校类 华南农业大学  朱蕾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 

3 高校类 广东海洋大学 周昌仕 
关于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学（学生暂时）不返校有关工作

的通知 

4 高校类 广州医科大学 李建华 广州医科大学 2019-2020-2 学期网络教学组织方案 

5 高校类 广州大学 聂衍刚 
广州大学 2020 年春季防疫期间全面实施在线教学，确保教学有序、

有质、有效 

6 高校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向凯 重监控、提质量，确保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7 高校类 东莞理工学院 廖文波 东莞理工学院在线教学方案 

8 高校类 韩山师范学院 袁德辉 韩山师范学院疫情期间网络教学系列工作专栏 

9 高校类 岭南师范学院 周立群、尹宁伟、郭莉敏 

岭南师范学院防疫期间线上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科学精准设计，分层分级培训，全面提升教师在线教学能力； 

五结合、三达成：构建线上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10 高校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刘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关于认真做好 2019-2020 学年度春季学期教学工

作的通知 

11 高校类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

院 
刘佳、庄明珠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2020 年春季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方

案 



12 高校类 广东培正学院 李文红 
广东培正学院 2019-2020 学年度第 2 学期网络教学工作方案及系列

支持活动通知 

13 高校类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张秀建、倪莉、蓝秋梅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学生学习支持中心实施方案 

14 高校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马广富 

“哈工大规格+深圳精神”的在线教学组织与实施方案——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2019-2020 学年春季学期在线 

15 学院或专业类 暨南大学 蔡丽 
基于华文教育专业全球化生源特征及课程体系需求的多元互动在线

教学模式 

16 学院或专业类 暨南大学 王斌会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平台教学 

17 学院或专业类 暨南大学 吴菁、施雯、黄东林、刘静岩等 
防疫期间暨南大学商学院“3+3+3”精准施教在线教学方案的设计与

实践 

18 学院或专业类 暨南大学 梁瑞清 
侨校商英的“一、二、三、四”模式 ——暨南大学商务英语专业线

上教学案例 

19 学院或专业类 暨南大学 潘群英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部署和实施方案 

20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理工大学 唐建倦、张雷、刘冬笑、孙会等 体育学院公共体育课线上教学 

21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师范大学 陈启买、胡小勇、王楚鸿等 战“疫”期间华南师范大学“网教不停学”教师在线教学培训方案 

22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师范大学 胡小勇、王楚鸿、张彦、焦建利等 华南师范大学抗击疫情《学会在线教学》系列公益课 

23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大学 杨建东 英语习语与英语国家文化 

24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大学 翁素贤、陈丽虹、苏远连等 英语（师范）专业 

25 学院或专业类 汕头大学 陈海滨 厚积薄发——汕医师生携手抗疫，共进网络直通课程的 40 天 

26 学院或专业类 汕头大学 邱秀华、张忠芳、林秀华等 战疫路上——网络教学直通车 

27 学院或专业类 汕头大学 罗添荣 关注“网课特困生”—提升师生的网络平台使用体验 

28 学院或专业类 深圳大学 黄冬苗 深圳大学医学部——“医”学线上教学工作部署及实施 

29 学院或专业类 深圳大学 吕广辉 
基于国家虚拟仿真项目构建化学与环境工程线上混合式教学实施方

案 

30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农业大学  孙永学  凝心聚力“家校”无别，倾心打造精彩课堂 



31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农业大学  闫国琦 疫情期间本科教学网络授课组织工作示范  

32 学院或专业类 华南农业大学  廖杨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行政管理）本科生基础课程 

33 学院或专业类 南方医科大学  汪升薏 中医药学院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开课工作的通知  

34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工业大学 曹凤霞、孙恩乐、王勇杰、卜亚丽 彰显通识特色 点亮空中课堂 

35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工业大学 陈学松 《高等数学》直播互动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在线教学 

36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海洋大学 张会领、吴光林等 海洋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方案及线上教学检查与监控 

37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邱士军 医学影像学专业在线课程 

38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冼绍祥、熙茹 中医院校医学类专业多元化线上教学改革实践 

39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黄时华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0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龙泳伶 中药学院多平台综合线上教学组织 

41 学院或专业类 广州医科大学 谢燕清 临床医学专业 PBL 线上教育体系建设 

42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医科大学 杨劲松 疫情期间形评系统驱动下的大学英语思政在线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43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医科大学 程吟 第二临床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业在线教学 

44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药科大学 刘小龙、李雪如、朱白薇等 医道济世、战“疫”担当：广东药科大学战“疫”思政微课 

45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金融学院 张泳华 《大学体育》 

46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吴小立、吴蕊、富立业等 管理学院线上教学改革 

47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徐玲、金杰、汤闻励 云上《大学英语》“录课+互动”“平台+互动”新模式教学 

48 学院或专业类 东莞理工学院 任斌 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在线教学 

49 学院或专业类 东莞理工学院 黎伟、方妙英、黄琼、张新建等 “三聚力”构建经管学院在线教学管理机制 

50 学院或专业类 岭南师范学院 白彦茹 公共教育学 

51 学院或专业类 韶关学院 范锦勤 体育学院 2020 年春季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方案和探索实践 

52 学院或专业类 肇庆学院 张伟霞、李灵超、殷瑞等 大学体育线上“翻转课堂”教学 

53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马波 机电学院线上教学工作方案 

54 学院或专业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严宏、张彪等 17 人 哈工大（深圳）理学院数理公共课“全方位” 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55 学院或专业类 广东东软学院 王宇、李日华、曹华林、卢艺 《高等数学Ⅱ》（理工类） 



 

2.教师或课程类案例（一等奖） 

序号 类别 学校 案例负责人 名称 获奖等级 

1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张志安 深度报道 一等 

2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张昆松、蔡建鹏、侯洵等 外科无菌术 一等 

3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黄志纾、欧田苗 生物化学 一等 

4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夏正林 《思维与逻辑》在线多元混合教学 一等 

5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周娉娣、陈艳艳、阮熙春 庄子寓言及其智慧 一等 

6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陆芳、刘广、詹宏基、麻晓林等 “数字化学习”通识课线上线上混合式教学 一等 

7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章秀银、陈付昌、马自龙、崔悦慧 电磁场与电磁波 一等 

8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丁焕文、刘靖、李庆涛、李彬、丁浩男等 人体解剖学 一等 

9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张世君 
“学红楼，我行动”：《<红楼梦>的空间艺术》

实践教学案例 
一等 

10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谷虹 
《数字营销：走进智慧的品牌》面向全社会的

全资源全渠道差异化在线教学 
一等 

11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林龙新 
直播和翻转互动相结合的《程序设计基础》在

线教学与实训 
一等 

12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秦佳佳 
基于 MOOC 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女性中医保

健》课程在线分层教学模式 
一等 

13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陈龙 国际名酒知识与品鉴 一等 

14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支庭荣、施畅、刘倩、向熹等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闻采访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一等 

15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黄文玲、吴春胤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一等 

16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吕惠琴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异地 一等 



17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陈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等 

18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陈晓敏 会计学原理 一等 

19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王海林 汽车运用工程 一等 

20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庞杰  中医各家学说 一等 

21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田元新、刘利红、张勇 
基于雨课堂和 spoc 平台的分析化学线上混合式

教学 
一等 

22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关颖 医学统计学 一等 

23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李晓丹、吴宏超、邓火金、王新颖等 内科学（二临） 一等 

24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吴芃等 泌尿男生殖系统常见疾病的防治 一等 

2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凌家俊 药剂学 一等 

26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顺聪、袁凯 
“以学生为中心”在线多元混合式教学模式在

《中医骨伤科学》 教学中的应用 
一等 

27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刘蓬、刘春松 
基于 MOOC 结合雨课堂、微信群下的《中医耳鼻

咽喉科学》线上教学 
一等 

28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全世建、黎同明、于洋、龙泳伶、汪玉梅 方剂学 一等 

29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张松 微生物学 一等 

30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曾文婕 小学教育学 一等 

31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柯清超、马秀芳、尹睿、陈斌等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一等 

32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胡小勇、林璇、朱龙、吴仕云等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一等 

3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黄健文、王瑜、王亚 《建筑设计（6）》混合课堂 一等 

3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杨健 
疫情防控期间《电路》课程基于任务互补和虚

拟教室的 在线翻转教学 
一等 

3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朱媛媛 
《社会服务项目管理》“全智能+交互式”在线

宅学翻转课堂的创建与实践 
一等 



3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刘旭红、王亚、海佳、黄健文、谢超等 
《建筑设计（4）》“停课不停教与学”在线教

学案例研究 
一等 

37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崔岩 基本电路理论 一等 

38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许艳民、马彦超、高庆荣、徐文等 
基于 SPOC 异步与 ZOOM 直播的“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程线下线上整合式教学创新案例 
一等 

39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吴佩莎、Irina Sialini、Edgar Audeloe

等  
大学英语 3—跨文化交际 一等 

4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马志雄 《微观经济学》立体化校园仿真教学 一等 

4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李真、黄辉 
数学分析（II）——基于 SPOC 的同步异步相融

合的在线教学 
一等 

4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周艳芳、王槐高、顾帝水、郭向华等 病理生理学 一等 

4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吴天秀 麻醉解剖学 一等 

4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海洋大学 刘书成、曹文红、周春霞、孙钦秀 水产食品加工学 一等 

4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海洋大学 吴敏 《多媒体技术应用》在线课程 一等 

4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海洋大学 徐国保 
基于学习通和多种智慧工具的《电路分析》多

维度混合教学新模式 
一等 

47 教师或课程类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王毅、周玉梅、张瑞华、刘少达等 基于教学模块重组的工程力学线上教学模式 一等 

4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药科大学 罗翱翔、梅碧琪、王瑞、李莹莹 
疫情防控期间《急危重症护理学》运用“超星

学习通+腾讯会议”线上直播教学实践探索 
一等 

4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药科大学 徐静雯 
疫情期间基于“双向互动”式《药理学》线上

教学实践 
一等 

5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祁伟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一等 

5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唐德翠 
基于腾讯课堂+学习通的《计算机控制技术》云

教学实践 
一等 



5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陈薇、林庆、陈小花、梁冬等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一等 

53 教师或课程类 岭南师范学院 涂湘东、尹艺、乔志强、顾淑琴等 中学美术教学设计 一等 

54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肖玉华、刘文菊、黄景忠、赵松元等 大学语文 一等 

55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杜颖青 分子诊断技术 一等 

56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黄俊生、林晓宏、高炜宏、钟平 微课设计制作与教学应用 一等 

57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黄映玲、陈丽霞、黄丹、徐苑等 现代教育技术 一等 

5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马飞英、彭朝阳、王林 采气工程 一等 

5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刘美、伍林、禹柳飞、康珏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二等 

6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孟秀红 化工原理 一等 

6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金融学院 李健欣 《国际贸易地理》直播互动翻转课堂在线教学 一等 

6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王敏、刘欢、刘潞、林若琳等 外语系在线教学 一等 

63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彭心倩 国际法 一等 

64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刘敏华、刘斌、李福芳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基础》“多元融合”翻转

课堂在线教学 
一等 

6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何奕霏、陈平平、肇博、夏梦龙 国际酒店管理 一等 

66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杜玉霞 人是如何学习的 一等 

67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刘卉 透过媒体看英国 一等 

68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张征宇等 组织学与胚胎学 在线课程 一等 

69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白洪波等 《心血管生理学》在线开放课程 一等 

70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涂英 社区护理学 一等 

71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钟南山、郑劲平、高怡、郑则广等 走进肺功能——肺功能检查 一等 

72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罗碧辉 
内科实习专题讲座和病例讨论之《房颤全程规

范管理》系列讲座 
一等 

73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郑劲平、钟南山、王新华、黄庆晖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一等 



74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张洁婷 
问题导向促进疫情期间大学生自主与探索性学

习——以《社会心理学进展》课程为例 
一等 

75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张爱林 高等数学（2）（英文） 一等 

76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陈锫 
创建疫情形势下的高效协同课堂——英语师范

专业理论联系实践的在线教学案例 
一等 

77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黄乐平、谢珺、马丽亚 
平台联动，任务驱动：《基础西班牙语 》在线

教学实践 
一等 

78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储颖 计算机伦理 一等 

79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李菊英 环境化学 一等 

80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王小兵、陈星潭、张黎平、黄亮明 
疫情阶段下基于超星学习通＋腾讯会议的“武

术”课程信息化教学案例 
一等 

81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刘永吉 
超星智慧课堂和对分课堂在食品营养学线上互

动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一等 

82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罗亮、曾广钊、罗仕乐、刘玲等 常微分方程 一等 

83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王桂忠、刘一艳、邱世亮、李丕彦 生命与生存教育 一等 

84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彭昕昀、韩竺秦、郝宁生、龙迎春等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一等 

85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孙璨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一等 

86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梁经伦 机械原理 二等 

87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徐建敏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在线多元混合教学 二等 

8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张美娟、张绪平、刘乐乐、吴万和等 应用文写作 一等 

8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叶裴雷 《PHP 技术》智慧课堂在线教学 一等 

9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东软学院 杨慧娟、李贝贝、何明慧、朱志祥 视觉营销 一等 

9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东软学院 熊丹、黄迅、杨涛、冯铖铖、李江 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一等 



92 教师或课程类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蒋学清、刘华、王舫 应用型大学英语 一等 

93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崔译文 《营销学原理》在线多元混合教学 一等 

9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吴宇媚、张习群、王瑞英、林宝玲等 

基于多元化在线平台的任务驱动式大学英语课

程教学案例 
一等 

95 教师或课程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周佩玲 

互联网+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做”一

体化《城市与日常生活》课程案例 
一等 

  



3.教师或课程类案例（二等奖） 

1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梁立阳、张碧红、李平甘等 儿科实习生临床能力训练视频直播教学 二等 

2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欧田苗 药学英语 二等 

3 教师或课程类 中山大学 郑贵锋 《移动应用开发》软件工程在线教学模式 二等 

4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王晓丽、张国启、刘社欣、杨超等 华南理工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OOC 二等 

5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魏卫 酒店管理原理 二等 

6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袁华、杜广龙、张凌 计算机网络 二等 

7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黄嫚丽 《企业战略管理》课程教学 二等 

8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胡青春、鲁忠臣、莫海军等 工程认知 二等 

9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 戚穗坚 食品分析 二等 

10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刘慧悦 
疫情背景下基于立体交互和学习行为跟踪的《财务

管理》课程“三开放”教学模式在线教学案例 
二等 

11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谢慧珺 小儿推拿学 二等 

12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张将星、曾庆、王佩佩、刘浩鑫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二等 

13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郑晓君 线上 3D/VR 虚拟展厅建设 二等 

14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王跃春、孙立、许戈阳、汪根树等 
“2 平台+2 课堂”助力“五步法”实现“线上翻转

实践教学” 
二等 

15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程欣、王广、吴念、杨雪松等 
六融合助力主场云端课堂--暨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线上教学案例实施 
二等 

16 教师或课程类 暨南大学 孙平华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二等 

17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陈海波 工程力学 二等 

18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韩宇星 人工智能技术智慧农业应用导论 二等 

19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魏福义、赵峰和刘文琰等 线性代数 二等 



20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李飞 《红楼梦》里的哲学 二等 

21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谭斌、周玉亮 种子生物学 二等 

22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王新荣 植物病理学 二等 

23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魏玉、张霞、郭云志、史艳玲 电路 二等 

24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冯浩、唐土红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线课程混合教学 二等 

25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周沛 
兽医外科学—“雨课堂 PPT+钉钉直播”双模式在线

教学 
二等 

26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农业大学 赵慧 生物制药技术 二等 

27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袁立霞 舌尖上的中药-五脏健康百病消 二等 

28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慈薇 药物分析学 二等 

29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叶飞、廖成竹、章剑波、李艳艳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 二等 

30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李义凯、曲姗姗、李乃奇 推拿治疗学 二等 

31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王静 中医诊断学 二等 

32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谢炜、周迎春、李娟、袁静等 中医内科学 二等 

33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蒋伟 思政课社会实践 二等 

34 教师或课程类 南方医科大学 陈泽璇 互联网+大学英语 二等 

3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周玖瑶、周园、刘昌辉、李景艳  药理学 二等 

36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林昌松 《金匮要略》直播互动翻转课堂在线教学方案 二等 

37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赵颖、袁烁、邱嘉菡、曹蕾等 中医妇科 二等 

38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熊天琴 药理学 二等 

39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中医药大学 叶清、宋君玲、武夏林、王君卿 
《创业新浪潮：医药健康创新创业》远程混合式教

学 
二等 

40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朱定局 
基于多网融合面向师范生的人工智能导论在线开放

辩证发展 
二等 



41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常玉 化工基础课程 二等 

42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王英强 《植物学》-绪论/细胞 二等 

43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沈映珊 现代通讯网概论 二等 

44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师范大学 张倩苇 
学术导向的《信息素养》“直播+翻转”在线教学探

索 
二等 

4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谭北海、蔡述庭、余荣 《信号与系统》在线课程 二等 

4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吴绍辉、陈晓茹、李向勤、董韵 
疫情背景下基于极简教育技术的《大学英语》混合

式教学 
二等 

47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黄荣斌 基于 PBL 的《国际投资》在线教学设计与实践 二等 

4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阳香华、何军、张华堂 
《工程化学》在线异步 SPOC+直播课堂多元教学实

践 
二等 

4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郑育英 化工原理 二等 

5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 谢云、蔡述庭、王春茹、刘冰茹等 
基于自建 MOOC 和多平台实时互动的混合式数电课

程役期在线教学案例 
二等 

5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程 电路与电子技术 二等 

52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龙月娥  高级财务会计 二等 

53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陈丹筠  整合思维 二等 

54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张欣 大学英语 2 级/ELC 2 二等 

55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周洁 文化产业专题研究：理论与实践 二等 

56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黄展勤、张忠芳、田东萍、王勇 基于成果导向的多元化心血管与呼吸模块网络学习 二等 

57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林恺 
基于网络多平台的（全科医学）线上文献阅读俱乐

部 
二等 

58 教师或课程类 汕头大学 王传林、李东升 结构力学 I 二等 

5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白雪梅 可视化移动应用编程 二等 



6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杜萍、陈洁、胡红辉等 商务英语写作 二等 

6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屈韬 雨课堂+腾讯会议+毕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二等 

6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刘娟 国际结算 二等 

6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马岚 《统计学》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 二等 

6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财经大学 韩清池 《计量经济学》在线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二等 

6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邱龙虎、曹砚辉、张碧霞、董浩军等 
疫情期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五覆盖五结合”在线教学 
二等 

6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余娟定、黄祖辉、吴伦水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等 

67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曾伟楠 心理测量学 二等 

6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医科大学 陈惠达 卫生统计学 二等 

6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海洋大学 叶晓霞 《操作系统》在线开放课程 二等 

7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药科大学 贾真 
疫情防控背景下《方剂学》在线直播翻转课堂教学

实践 
二等 

7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药科大学 张黎、罗利 
解剖学课程群“腾讯会议”+超星“学习通”直播教

学 
二等 

7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药科大学 邱媛媛 “PBL”项目情境导向社区工作在线教学 二等 

73 教师或课程类 星海音乐学院 王沥沥 基于喜马拉雅微课节目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学 二等 

74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体育学院 岳冀阳 篮球运动 二等 

7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体育学院 徐国琴 结合新冠防控学习健康促进 二等 

76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体育学院 段华 普通话（粤语）语音 二等 

77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陈飞昕 
《工程力学（下）》基于“雨课堂+直播交流”的在

线课程教学 
二等 

7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周清、肖志贤 
《税收筹划》“异步 SPOC+直播互动”教学实践探

索 
二等 



7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罗映红 财务管理 二等 

8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陈吉鄂 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 二等 

8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李春英 
多措并举助力《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在线教学有

序开展 
二等 

8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伍银波、周卫、崔怀林、詹彤 电力拖动自控控制系统 二等 

8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周元春 教育技术学 二等 

84 教师或课程类 岭南师范学院 孙悦超、李明圣、李曼 汽车发动机构造 二等 

85 教师或课程类 岭南师范学院 侯波 抗“疫”课堂中的“望闻问切” 二等 

86 教师或课程类 岭南师范学院 钟耀林 
疫情防控期间叙事治疗课程线上“教”与“学”的

双向培力实践探索 
二等 

87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田小霞 软件测试技术 二等 

88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陈福刁、李壮、蔡思彬、鄞嘉川 公体大二南枝拳选项课 二等 

89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李迎旭 “4+1”导向下宏观经济学线上线下翻转课堂 二等 

90 教师或课程类 韩山师范学院 吴拿达 组合数学 二等 

9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刘哲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二等 

9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石油炼制工程教学团队 石油炼制工程 二等 

9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黄秀丽 高级财务会计 二等 

9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金融学院 李艳 趣修经济学（微观篇） 二等 

9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金融学院 王春梅 多媒体技术 二等 

9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金融学院 杨莹莹 
《商务英语视听说》直播互动在线课堂教学实践探

索 
二等 

97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刘欢、王敏 中华传统文化英文导读 二等 

98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杨扬 世界古代史 二等 

99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爱玲 《影响人类生活的生物技术》在线对分课堂 二等 



10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华海婷 英语戏剧表演 二等 

101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李文翎 中国地理 二等 

102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彭雨晴 新闻类电视节目主持 二等 

103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吴大放、谢献春等 不动产管理 二等 

104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 宋丹霞 《生产运作管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二等 

10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王俊洁 Infectious Diseases 二等 

106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刘世明 心血管系统疾病 二等 

107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许小洋 机能实验学 二等 

108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刘春永 医学检验技术实践课程--思拓大讲堂 二等 

109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马金香 卫生统计学 二等 

110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王声 药物分析 二等 

111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高云 皮肤性病护理学 二等 

112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李桃 护理研究 二等 

113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王新华、张志敏、黄婉怡、武志娟等 中医学 二等 

114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钟帼钰 儿科学在线混合式教学 二等 

11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医科大学 涂永生 
《生理学》课前-课中-课后交流互动式在线智慧教

学 
二等 

116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陆元明 数字图像处理 二等 

117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王晓玲、徐文芳 
基于多平台快速构建“同步异步”相结合的《保险

学》在线课程实践探索 
二等 

118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马丽亚、严静怡 大学西班牙语（1） 二等 

119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周裕琼 传播学理论 二等 

120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毛艳萍、刘长坤、周洋 《环境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多元混合式教学 二等 



121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齐奕、陈佳伟、付本臣、张玲 

创新型开放式建筑设计教学（含深圳大学建筑设计

与构造和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开放式研究型

设计） 

二等 

122 教师或课程类 深圳大学 张彤彤、赵勇伟 城市规划与设计（2） 二等 

123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程细柱 《Java 程序设计》任务驱动在线教学 二等 

124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戴经国、袁辉勇、李丹峰、彭东海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在线混合式案例教学 二等 

125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吕远辉 大学体育(武术）多元化混合教学 二等 

126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丘秀珍、郭会时、罗建民 仪器分析 二等 

127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冯培明、张向群、贡兴满、李丕彦等 体育心理学 二等 

128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王帅红 《乐理与视唱练耳》同步异步混合教学 二等 

129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邓丽 博弈论与决策 二等 

130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刘带、谢垂益、姚圣梅、江杰英等 创新创业基础 二等 

131 教师或课程类 韶关学院 陈小华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 二等 

132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王永 英语读写译 4 课程在线多元产出导向驱动教学 二等 

133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宋跃、任斌、彭超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 二等 

134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赵莉丽、张刚、黄相璇 涂料工艺学 二等 

135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郭晓娟、杨勋 传热学 二等 

136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胡君、刘婵梓、李秀平、许少衡等 电路分析基础 二等 

137 教师或课程类 东莞理工学院 吴晓伟 
从被动到主动期待——在线教学“建设工程法规”

课程建设 
二等 

138 教师或课程类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廖洁丹、黄良宗、刘昊 
疫情防控期“雨课堂和 PBL”相融合的兽医微生物

学异步 SPOC 在线直播教学 
二等 



139 教师或课程类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许结玲 

疫情阶段基于“长江雨课堂+腾讯会议+微信”的在

线教学——以《秘书实务》及《应用写作》课程为

例 

二等 

140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唐建华、郉增銮、郭华鸿、刘龙华等 形势与政策 二等 

141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柳贵东、林春景、滕颖辉、张新如等 模拟电子技术 二等 

14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张杰、何鹏飞、于小平、何晓珊 统计学 二等 

14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白云学院 徐宝林、陈再、李红梅  XML 技术  二等 

144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商学院 梅秉峰 品牌形象设计 二等 

145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商学院 谢飞扬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Rhino） 二等 

14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东软学院 高立海、康希、苏子崴 构成形态与设计 二等 

147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东软学院 关成斌、张爽、李秀秀、王捷 企业管理模拟实践 二等 

148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张竞、谢雪甜、陆浩、黄克华等 
《工程识图与制图》直播和互动的翻转课堂在线教

学模式 
二等 

149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谢雪甜 
疫情背景下《施工技术与管理》课企线上对接的多

元实践教学研究 
二等 

150 教师或课程类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吕细华 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商务英语函电》在线教学 二等 

151 教师或课程类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李菁、杨荣领 《高等数学》多元化助力精准在线教学 二等 

152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马丹 

基于应用 SPOC 和微助教课堂教学系统的交互式在

线教学---以《大学英语口语与西方文化》通识课为

例 

二等 

153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黄淑芬、程伟、张彬、陈黄飞 “虚拟仪器技术” 项目式在线教学 二等 



154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卢集富、王晓轩、陈建辉 BIM 技术应用 二等 

155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天河学院 
黄睿敏 国际企业管理 二等 

156 教师或课程类 广东开放大学 李晓春 
"战“疫”中的思政课，云端点亮新学期——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等 

157 教师或课程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张丽杰、李全龙 

基于 MOOC+SPOC+雨课堂/腾讯会议的“大学计算机”

课程线 上教学方案 
二等 

158 教师或课程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张莹 

新文科背景下的高交互在线翻转教学探索与实践—

—基于智慧课堂理念的《大学语文》在线教学案例
二等 

159 教师或课程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计红军、李明雨、李玉峰 

《材料表面与界面》强化在线课程思政与再现实景

课堂教学 
二等 

160 教师或课程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 
王灿 

基于多平台，注重学生线上行为导向的“电路理论”

课程在线教学案例 
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