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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职办〔2021〕3号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0年陕西省

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

城市教育局，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各有关高校，省属

各中等职业学校，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陕西省职业教

育在线精品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陕教职办〔2020〕11号），

经院校申报、资格审查、专家遴选、结果公示等程序，决定认定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等 103门课

程为 2020年陕西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现予以公布（名单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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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认定工作是落实《陕西省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全面贯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具

体举措。课程建设单位要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互

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加大课程建设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高职扩招的背景下，要积极发挥课程应用效果，形

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陕西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自认定结果公布始，应面向职

业院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年。省教育

厅将持续对课程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累计 2年不开课或者

评价不合格课程将取消认定资格。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 1月 8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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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陕西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认定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校 负责人 开课平台

1 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博森 学银在线

2 灌溉排水工程技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赵英 智慧树

3 讲读《弟子规》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王红相 学银在线

4 奶牛生产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牛华锋 学银在线

5 动物微生物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高睿 学银在线

6 导游业务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问建军 智慧树

7 水污染控制技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苏少林 智慧树

8 PLC应用技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郭东平 智慧树

9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秦静远 学堂在线

10 医药市场营销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韩飞 学银在线

11 水工建筑物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 学银在线

12 PLC应用技术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夏东盛 学堂在线

13 商务礼仪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菲 智慧树

14 安装概预算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慧 学堂在线

15 工程力学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樊爱珍 学银在线

16 物流基础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红艳 智慧树

17 工程材料与热处理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莎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18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革委 学银在线

19 钢筋混凝土与砌体结构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超 学堂在线

20 机械设计基础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付兴娥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21 教你如何做淘宝——创业基础实
训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平 智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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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校 负责人 开课平台

22 魅力沟通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何叶 智慧树

23 物联网技术应用创新创业实践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马亚蕾 智慧树

24 创业素养提升之魔力口才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王静 智慧树

25 大学语文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张宁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26 消费心理学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杨凡 智慧树

27 营销创意文案策划实训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陈婷 智慧树

28 客舱服务英语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任静 智慧树

29 电子商务项目策划实务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张超 智慧树

30 应急处置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安心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31 CAD/CAM应用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凯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32 焊条电弧焊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惠媛媛 爱课程

33 纳税实务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黄敏 学银在线

34 SQL Server 2016数据库及应用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静 中国大学MOOC

35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鑫 智慧树

36 计算机应用基础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遐 中国大学MOOC

37 微控制器技术与应用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罗继军 中国大学MOOC

38 机械 CAD/CAM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刚 智慧树

39 高等数学——微积分初步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琳娜 中国大学MOOC

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段凌燕 智慧树

41 应用英语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眉 智慧树

42 汽车维护技术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罗明 智慧树

43 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任春晖 智慧树

44 建筑构造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孟琳 爱课程

45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礼仪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任娜 智慧树

46 建筑构造与识图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叶超 智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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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校 负责人 开课平台

47 土木工程材料试验与检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赵丽萍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48 道路工程试验与检测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超群 学银在线

49 BIM技术应用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学钢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0 桥梁施工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勃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1 高速铁路轨道施工与维护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苗兰弟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2 铁路桥梁施工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焦胜军 爱课程

53 隧道施工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宋秀清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4 高等数学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毛丽霞 智慧树

55 铁道概论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新强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6 计算机文化基础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朱金坛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7 体育与健康——乒乓球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娜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5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李菊英 优慕课

59 大学语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张荣靖 优慕课

60 大学语文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李月媛 智慧树

6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李冬俐 学银在线

62 影视鉴赏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李帆 智慧树

63 大学英语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吴珊珊 智慧树

64 生活中的经济学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贺禹 智慧树

65 学礼以立大国范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李静静 智慧树

66 花卉栽培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俊玲 爱课程

67 理财与人生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胡怡彤 智慧树

68 创新创业仿真综合实训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熊小雅 智慧树

69 基础护理学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房兆 人卫慕课

70 急危重症护理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玲 人卫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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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校 负责人 开课平台

71 人体生理学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黎让绪 人卫慕课

72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邰康锋 学银在线

73 健康评估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存丽 智慧树

74 正常人体结构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朱钰叶
智慧职教MOOC

学院

75 工程测量技术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林凯 中国大学MOOC

76 婴幼儿心理与行为指导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徐漫玲 学银在线

77 针灸推拿学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峡 智慧树

78 中药学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宁 智慧树

79 从思维创新到创业实践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刘月梅 智慧树

80 延安精神特色素质教育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何振苓 智慧树

81 邮轮餐饮服务与管理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钟云 智慧树

82 巧手匠心——手作课堂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叶秋美 中国大学MOOC

83 带你走进中药种植园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翟英 智慧树

84 母婴护理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霍枚玫 中国大学MOOC

85 百菌齐发——开启菇粮时代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黄庆林 智慧树

86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赵建超 智慧树

87 美容中药学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路锋 智慧树

88 美学原理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张晓妮 智慧树

89 中医基础理论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康维洁 智慧树

90 中医诊断学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董文静 智慧树

91 美容人体解剖学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张婷 智慧树

92 中国古代文学 咸阳师范学院 唐会霞 智慧树

93 学前教育学 咸阳师范学院 官瑞娜 智慧树

94 C++程序设计 咸阳师范学院 吴粉侠 智慧树

95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西安翻译学院 吴琼 学银在线

96 网页设计 I 西安翻译学院 边国栋 学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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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校 负责人 开课平台

97 商务英语听说 西安翻译学院 王妮 学银在线

98 高级英语 I 西安翻译学院 李鲜花 学银在线

99 美术Ⅱ 西安翻译学院 邵攀科 学银在线

100 税法 西安翻译学院 谭文伟 学银在线

101 SolidWorks三维设计与应用 西京学院 霍蛟飞
九竹网络课程资

源平台

102 中职数学——对口升学考试复习
教程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郭为 爱课程

103 基础护理学 西安市卫生学校 蒙雅萍 人卫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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