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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字〔2017〕52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中南大学精品教材 

项目立项、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结果的 

通      知 

 

 

各二级单位： 

经个人申请、二级单位推荐、相关负责部门形式审查、专

家组评审、领导小组审核和校内公示等程序，确定 2017 年中

南大学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51 项。经评审，确定通过中期检查

项目合格 22 项；通过结题验收项目 21 项；延期检查 6 项；项

目终止 3 项，现予以公布。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对立项项目的进度和质

量进行严格管理，立项教材的主编要认真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保证教材按时出版，力争通过本次立项建设，编写和出版一批

反映我校教学改革成果、代表我校先进水平的高质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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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7 年度中南大学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名单 

     2.已立项建设的精品教材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结论 

 

 

 

 

 

中南大学 

2017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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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年中南大学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教材名称    主编主编主编主编    

1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GIS二次开发实验教程（ArcEngine & C#） 张宝一 

2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结晶学与岩相学 刘晓文 

3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分离科学与工程 余润兰 

4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 顾帼华 

5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矿业项目建设与经营管理 邓海波 

6 冶金与环境学院 冶金原理实验教程 湛  菁 

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先进航空航天结构材料 李红英 

8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产品数字化设计 赵先琼 

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教程  郭克华 

1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龙  军 

1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Hadoop大数据实战权威指南 黄东军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导论 张祖平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分布式系统与云计算—原理、技术与应用 余腊生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路分析 李中华 

1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刘连浩 

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工学（多学时）导学课程 刘曼玲 

1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信息学概论 胡德华 

1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科技信息检索 罗爱静 

19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冷热源系统及设备 曹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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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节能环保与创新创业实践 张建智 

21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系统测试技术 孙志强 

2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运筹学（第2版） 夏伟怀     

符  卓 

23 土木工程学院 结构力学 黄方林 

24 土木工程学院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 胡  狄 

25 土木工程学院 Soil Mechanics 肖源杰 

26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学 郑勇强 

27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经济与建设项目管理 张彦春 

28 数学与统计学院 线性代数 刘碧玉 

29 数学与统计学院 概率论数理统计 任叶庆 

30 物理与电子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邓宏贵 

31 物理与电子学院 量子力学 符力平    彭

勇宜 

32 化学化工学院 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徐  海 

33 化学化工学院 基础化学实验指导（双语版） 刘绍乾 

3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环保与安全 周  涛 

35 化学化工学院 医科大学化学系列教材《基础化学》、《有机化

学》（第二版） 

王一凡 

36 商学院 创业者管理素质与技能 熊勇清 

37 商学院 商务统计学 杨国忠 

38 商学院 战略管理 王  昶 

39 商学院 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 曹  裕 

40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大学生经典吟唱教程 杨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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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国语学院 铁路文选 王晓东 

42 外国语学院 跨文化交流 邓  军 

43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英文版） 李  瑶 

44 外国语学院 通识理工英语 单  宇 

范武邱 

45 建筑与艺术学院 插画设计基础 周  娉 

46 建筑与艺术学院 设计程序与方法 周  瑄 

47 法学院 国际法：原理与案例 毛俊响 

48 公共管理学院 批判思维与论辩 左高山 

49 公共管理学院 当代社会调查与统计 董海军 

50 体育教研部 体育旅游文化 夏君玫 

51 湘雅护理学院 内科护理学 张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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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立项建设的精品教材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结论 

序号 学院 申报教材名称 

主编    

姓名 

专家评审意见 

1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冶金原理与技术 王  军 中期检查合格 

2 资源安全与工程学院 矿井运输与提升 周科平 中期检查合格 

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语言） 

刘卫国 中期检查合格 

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实践教程—

—SQL server 2012 

奎晓燕 中期检查合格 

5 信息安全与大数据研究院 医学大数据教程 陈先来 中期检查合格 

6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质燃烧与热转换技术 彭好义 中期检查合格 

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产品测绘与 Solidworks 

三维设计 

杨放琼 中期检查合格 

8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电化学 潘春跃 中期检查合格 

9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系统工程 王  帅 中期检查合格 

10 化学化工学院 普通化学 刘又年 中期检查合格 

11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静力学与材料力学） 罗建阳 中期检查合格 

12 土木工程学院 房屋工程 匡亚川 中期检查合格 

13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伦理学 王  进 中期检查合格 

14 物理与电子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徐富新 中期检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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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学与统计学院 

大学文科数学—基于数学软件

与统计基础 

杨淑平 中期检查合格 

16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体导论 范明献 中期检查合格 

17 外国语学院 英释国学经典选读 侯先绒 中期检查合格 

18 外国语学院 美国文学新编 李  玲 中期检查合格 

19 外国语学院 中西文化教程（英文版） 傅晓燕 中期检查合格 

20 商学院 高级财务管理 曾  蔚 中期检查合格 

21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 胡敏予 中期检查合格 

22 湘雅二医院 《儿科学—理论与实践》 何庆南 中期检查合格 

23 土木工程学院 铁道概论 汪  优 结题通过 

24 土木工程学院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王海波 结题通过 

25 土木工程学院 智能建筑概论 赵望达 结题通过 

26 土木工程学院 燃烧学 陈长坤 结题通过 

27 土木工程学院 钢结构设计原理 蔡  勇 结题通过 

28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经济学 陈汉利 结题通过 

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技术 覃爱娜 结题通过 

3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多媒体原理与应用设计 黄东军 结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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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固体物理与计算材料 齐卫宏 结题通过 

3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塑性加工原理 杨  扬 结题通过 

33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修订版)无

机材料科学基础学习指导（配

套） 

宋晓岚 结题通过 

34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矿物加工过程检测与控制 邓海波 结题通过 

35 机电工程学院 现代设计方法 夏建芳 结题通过 

36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空间分析实验教程 邓  敏 结题通过 

37 法学院 国际法典型案例教材 

毛俊响     

王  历 

结题通过 

38 建筑与艺术学院 交互界面设计 周  娉 结题通过 

39 建筑与艺术学院 3D 建筑室内外表现技法 吴俊霆 结题通过 

40 湘雅二医院 社区精神病学 刘哲宁 结题通过 

41 湘雅二医院 

教育部临床医学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教材《内科学》 

周胜华 结题通过 

42 湘雅三医院 

外科手术学基本教程 （英文

版） 

成  柯 结题通过 

43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双语精

品版） 

言慧文 结题通过 

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比较德育学 颜  峰 项目终止 

45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关系学 周五香 项目终止 

46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概论 刘学平 项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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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土木工程学院 房屋钢结构 周凌宇 项目延期 

48 土木工程学院 桥梁工程 乔建东 项目延期 

4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铁路货物运输 冯芬玲 项目延期 

50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现代测量学 邓才华 项目延期 

51 商学院 基础会计学 李世辉 项目延期 

52 湘雅医院 临床神经遗传病学 唐北沙 项目延期 

 

 

 

 

 

 

 

 

 

 

 

 

                                                         

  抄送：各二级党组织、党群部门。 

                                                           

  中南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7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