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一批中国轻工业“十三五”数字化项目待结项名单（2017年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适用层

次
新编/修订

1
《包装材料学》在线课程数字化
资源建设

王建清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升级

2 无机及分析化学在线开放课程 商少明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3
《印刷色彩》数字化教学资源开
发

金洪勇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升级

4
常用机械无级传动技术（数字化
教材）

李军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5 《食品化学》数字化教材建设 杨瑞金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6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数字化资源库
建设

宁爱军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7
数控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技术（数
字化教材）

战忠秋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升级

8
食品理化检测技术教学资源库
（数字化教材）

全永亮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高职 升级

9 微生物技术（教学资源库） 纪铁鹏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10
食品机械与设备课程数字化资源
建设

王维坚 吉林工商学院 本科 新建

11 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知识资源库 王宁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第二批中国轻工业“十三五”数字化项目待结项名单（2018年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 Excel经济建模基础教程 晶晶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2 《食品营养学》数字化教材 吴朝霞 沈阳农业大学 本科 新建

3
现代薪酬管理——理论、方法工
具与实践

晁玉方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

本科 升级

4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字化教
学资源建设项目

于洋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5 《基础化学》资源共享课 刘丹赤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6 粤菜烹调工艺 郝志阔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升级

7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在线开放课
程

商少明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8 《食品营养与配餐》数字化教材 李兴霞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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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中国轻工业“十三五”数字化项目待结项名单（2019年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1
基于北斗技术的《物流管理信息
实务》

别文群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术 高职 升级

2
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
创新研究-以《立体裁剪》在线
课程为例

刘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术 高职 升级

3 产品设计学习导论 李程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4 《女装制版与工艺》网络课程 穆雪梅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升级

5
《创新思维与创业文化》在线教
育课程

杨丽敏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建

6 创意立体裁剪在线课程 刘怡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职 新建

7 《现代交换技术》在线教育课程 马虹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8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内审员教学资源
建设

马长路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高职 新建

9 山野菜综合开发利用学 张柏林/陈玉珍 北京林业大学 本科 新建

10
“ARTP诱变筛选大肠埃希氏菌营
养缺陷型”
虚拟仿真实验

郝鲁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

本科 新建

11 陶瓷文化与鉴赏 郑兴我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升级

12
《图像复制与印前设计》在线课
程体系建设与应用

顾翀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13 物理空中课堂及测试系统 袁泽惠 天津科技大学 本科 升级

14 图形创意——创造性思维训练 魏洁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15 经典空间与环境设计解析 杜守帅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16 地域建筑创新设计 张希晨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17 《产品设计与工程》在线课程 梁峭 江南大学 本科 新建

18 《现代设计简史》在线课程建设 张晓玮 山东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19
《ASP.NET开发技术》数字化教
学资源建设项目

马春艳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高职 新建

20
《色彩描述与复制》数字化教学
资源

李娜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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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适用层次 新编/修订

21
移动终端无机及分析化学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建设

闵庆旺 大连工业大学 本科 升级

22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教学资源
库

朱江波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升级

23
《印刷材料学》在线课程体系建
设与应用

董翠华 齐鲁工业大学 本科 新建

24
高分子溶液聚合与湿法纺丝虚拟
仿真软件

肖红艳、姚果、
任二辉、郭荣辉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
院

本科 新建

25
基于Scratch辅助教学的《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JAVA）》资源共
享课

盛雯雯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新建

26 创新创业三级进阶在线课程 石乘齐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27 线性代数在线开放课程 白云霄 陕西科技大学 本科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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