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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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函〔2021〕6 号          

 

关于印发《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课程组制度》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课程组制度》已经 2021 年 11 月 8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课程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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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课程组制度 

为深化本科教学管理体系的改革，规范教学过程，系统地、

持续地提升教学质量，在学院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以下

简称“教指委”）统一指导下，学院设立了“全院打通”的

课程组，具体制度如下： 

一、课程组总体目标 

在全院范围确定了 80 个左右课程组（附件 1）。每名教

师都在一个或多个课程组中，每名青年/新进教师都找到了

自己的教学团队（可联系课程组长加入，或者由教指委全局

调配）。总体实现“一人多课，一课多人，青年/新进教师进

团队”的总体目标。 

二、课程组、各系、教指委之间的关系 

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课程组、各系、教指委之间的关系 



三、课程组的主体制度 

表 1. 课程组主体制度 

1 课程组长负责制 

 

每个课程组由一名课程组长负责，其主要职责如下： 

（1）带领课程组进

行持续的课程建设。 

A. 定期召开教学讨论会（至少学期开始、结束各一

次）。讨论内容：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和

手段，商讨如何提升实验教学条件，等； 

B. 组织课程“三纲两书”撰写与版本更新；组织考试

命题，以及考卷、实验报告、课程设计报告的批阅

与检查； 

C. 组织质量工程项目申报与实施； 

D. 谋划教学成果，包括教研论文、教材、获奖等。 

★ 争取做到“每年有进步，三年见成效”。 

（2）安排每名成员

的教学任务。 

针对学院下达的教学任务书，由课程组长召集组员，

进行教学任务的分配，分配原则： 

A. 协调互助，保障每名成员教学工作量都够，同时又

比较均衡，特别要避免少数成员工作量太大，甚至

影响科研发展的情况，尤其是青年教师，要对教师

的发展负责； 

B. 师资优化分配，服务于不同专业的该课程的教学；

C. 对于宣城校区教学，原则上实行轮流承担制，特殊

情况可内部协调。 

★ 注 1：若组员对课程组长的安排有异议，且难以协

调一致的，可提交教指委讨论决定。 

★ 注 2：若组员对课程组长其它方面有意见，且难以

沟通一致的，均可向教指委反映。 

2 课程组长导师制 

 

课程组长默认作为组内青年/新进教师的“导师”，完成“传帮带”培

养过程。青年/新进教师给导师助课应不少于一年时间，方可正式上

讲台。避免出现未助过课就直接上讲台，甚至直接担当“大课”的情

况。 

3 建设经费 

 
课程组除了申请各级质量工程项目，获得建设经费，还将得到学院教

学经费的支持，每年定额（表 2），用于开展各项教学研究和活动。 



表 2. 课程组建设经费额度 

序号 课程组人员规模 
建设经费额度 

（元/年） 

1 10 人以上 5000 

2 5-10 人 3000 

3 5 人以下 2000 

注：若课程被评为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经费额度×2；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

一流课程，建设经费额度×5。 

 

 

四、课程组与教指委的互动 

课程组的教学工作向教指委负责，教指委为课程组提供

指导和帮助。两者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课程“年度教学论证”

来实施（图 2），建议在每年暑假教学研讨会期间进行。奇数

年进行“理论教学论证”；偶数年进行“实践教学论证”。 

 

图 2. 年度教学论证 

1、在奇数年的“理论教学论证”中，课程组汇报内容： 

（1）教学内容及更新情况 

 与时俱进，国际化； 

 科研经历、理论研究成果、工程技术实例融入课堂； 

 课后“大作业”实施情况（第二课堂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改革情况 

主持的各级教研项目、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创客实



验室项目等 

（3）教学手段应用、开发应用情况 

 多媒体、雨课堂等教学手段； 

 建设的精品课程、MOOC 等；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2、在偶数年的“实践教学论证”中，课程组汇报内容： 

（1）目前采用的实验设备，及支撑理论教学的效果； 

（2）实验设备老化和故障情况，完好率； 

（3）实验设备的更新措施，列入修购计划必要性、优

先级； 

（4）实验指导情况，课程组+研究生助教实验指导情况； 

3、在“年度教学论证”中，教指委发挥的作用： 

（1）对课程组汇报的各方面情况进行点评； 

（2）提炼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推广； 

（3）解决实际困难： 

针对实验设备的各种问题，运用修购计划、专业建设经

费、教学经费等及时加以解决； 

针对课程组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全院范围协调师资

力量，进行补充，优化各课程组的梯队组成； 

（4）对课程组教学改革设想给出建议和帮助。 

综上，教指委与课程组是学院教学发展的重要机构和主

体，两者的联动机制不仅可以解决教学上长期存在的不足，

而且可以规范化教学过程，系统地提升教学质量，并且具有

持续改进的特质。 

 

 

 

 



附：学院课程组（2020 版） 

一、学院平台课 

序

号 
课程组名称 课程组教师 

1 程序设计 
王浩、方帅、程文娟、赵仲秋、俞奎、杨静、姚宏亮、偶春生、

宣善立、方宝富、李俊照、于磊、周波 

2 数据结构 
胡学钢、张晶、张玉红、李培培、郭丹、张先宜、周波、吕俊

伟、周红鹃、卜晨阳、张赞 

3 电路分析基础 
孙锐、洪日昌、方静、翟琰、吴从中、陈新、许良凤、赵烨、

李春华、殷文斐 

4 模拟电子线路 张勇、翟琰、王昱洁 

5 数字逻辑电路 
刘军、张旭东、徐娟、丁贤庆、方静、王昱洁、许良凤、周红

平、吴从中、顾爱华、赵烨、谷雨、周芳、樊春晓 

6 信号与系统 
丁志中、顾爱华、蒋薇薇、吴玺、刘超、郭艳蓉、贾璐、姜烨、

庄硕 

7 数字信号处理 齐美彬、杨学志、丁志中、陈雁翔、董张玉、郝世杰 

8 嵌入式系统 
石雷、陆阳、吴永忠、胡社教、朗文辉、张国富、史久根、卫星、

毕翔、魏振春、张本宏、马学森、徐娟、彭敏、王金诚、周墨淼

9 信息论与编码 夏娜、丁志中、黎洁、杜华争、陈斌、苏兆品、张国富 

10 通信电子线路 刘正琼、牛朝、艾加秋、赵烨 

11 通信原理 
丁志中、夏娜、王禄生、吴玺、牛朝、艾加秋、杜华争、陈斌、

贾璐、雷艺、姜烨、周墨淼 

12 电磁场与电磁波 李春华、范之国、张小辉、郭凯、聂丽瑛 

13 微波技术 翟琰、桑磊、姜兆能、雷艺、聂丽瑛 

14 数据库 胡敏、张国富、沈明玉、郑淑丽、李心科、刘正琼 

15 通信网 
丁凉、郑淑丽、张国富、李小红、张仁斌、樊玉琦、周健、朱

晓玲、马学森、王禄生、开彩红、彭敏 

16 Java 技术 路强、汪萌、余烨、薛峰、蒋哲远、张延孔、谢文军 

17 Python 程序设计 
李培培、冷金麟、李俊照、胡珍珍、马学森、宣善立、李磊、

俞奎 

1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蒋薇薇、鲁昌华、陆阳、欧阳一鸣、吴永忠、张建军、卫星、

杨兴明、王昕 

19 雷达系统 周红平、周芳、贾璐、齐美彬、艾加秋、张海燕、董飞彪 

20 
传感与检测 

卫星、徐娟、金兢、张海燕 
电子测量技术 

21 控制原理与技术 卫星、陆阳、张建军、杨兴明 

22 数字图像处理 贾伟、李小红、郝世杰、闵海、高欣健 

23 多媒体技术 刘学亮、洪日昌、张召、李小红、樊春晓、高欣健、詹曙 

24 机器学习 孙晓、汪荣贵、薛峰、杨矫云、吴乐、刘建、张琨、吴文明、

25 机器视觉 洪日昌、余烨、贾伟、金兢、刘学亮 

26 卫星导航 孙克文、牛朝、陈斌 

 

二、专业（平台）课 

序

号 
课程组名称 课程组教师 

27 计算机组成原理 陈田、安鑫、阙夏 



28 系统硬件综合设计 安鑫、陈田、李建华、丁贤庆、阙夏、刘军 

29 计算机体系结构 李建华、丁贤庆 

30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张本宏、徐娟、张建军、郑利平 

31 离散数学 汪荣贵、殷剑宏、王晓华、杨娟、李书杰 

32 计算方法 胡敏、杨娟、李书杰 

33 组合数学 殷剑宏、 李书杰 

34 操作系统 
田卫东、李琳、孙晓、刘晓平、罗月童、周红鹃、贾

伟 

35 编译原理 李宏芒、唐益明、蒋哲远 

36 
软件工程 吴克伟、谢昭、李心科、蒋哲远、李宏芒、于磊、李

俊照、薛丽霞 软件项目管理 

37 人工智能原理 李磊、王浩、卜晨阳、张赞、俞奎、贾伟、姚宏亮 

38 自然语言处理 孙晓、张琨 

39 机器人技术 方宝富、李俊照、金兢 

40 
大数据技术 吴共庆、安宁、孙晓、李磊、杨矫云、李建华、张玉

红、李培培、张赞 分布式程序设计 

41 数据挖掘 张玉红、张召、吕俊伟、胡学钢 

42 智能信息处理 高欣健、谢昭、詹曙、郎文辉、孙锐、张海燕 

43 

图像工程基础 

詹曙、闵海、贾伟、董张玉 遥感信息处理 

空间信息处理基础 

44 语音信号处理 陈雁翔、苏兆品 

45 算法设计与分析 胡学钢、吴共庆、汪荣贵、卜晨阳 

46 网络程序设计 马学森、魏振春、丁凉 

47 程序设计艺术与方法 曹力、徐本柱 

48 信息系统软件设计 张国富、李小红、吴乐 

49 物联网技术 魏振春、卫星、陆阳、张建军、吕增威 

50 边缘计算 徐娟、吕增威 

51 移动计算及应用开发 唐益明、马学森、安鑫 

52 可视化技术与应用 路强、罗月童、张延孔 

53 
硬件描述语言及应用 

张旭东、方静、樊春晓 
可编程器件应用 

54 DSP 原理及应用 齐美彬、王金诚、庄硕 

55 EDA 实训 
张勇、郎文辉、李小红、陈新、翟琰、王昱洁、方静、

周芳、王金诚 

56 
微波电路与天线 

张小辉、桑磊、姜兆能、郭凯、刘超、董飞彪 
电波传播 

57 现代移动通信 黄伟、郭凯、王禄生 

58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 蒋哲远、徐本柱 

59 软件工具与环境 石雷、吴克伟 

60 软件测试 于磊、谢昭、李俊照 

61 软件建模与分析 蒋哲远、吴克伟 

62 
应用数据分析 

杨矫云、安宁、阙夏 
智慧养老 

63 计算机仿真 曹力、郑利平、于磊、吴文明 

64 计算机图形学 曹力、罗月童、王晓华、闵海、吴文明 

65 数字媒体技术 李琳、曹力、赵洋、谢文军 

66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朱晓玲、郑淑丽、苏兆品、李萌 
密码学 



信息隐藏技术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内容安全 

67 

网络安全 

胡东辉、苏兆品、樊玉琦、丁凉、程克勤，汤临春 

网络攻防技术 

网络攻防实践 

网络协议分析与设计 

移动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技术 

68 

软件安全 

张仁斌、胡东辉 信息系统安全 

工业互联网安全 

69 射频识别原理与应用 牛朝 

70 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王晓华、汪荣贵 

71 

智能推荐系统 
王浩、郝世杰、郭艳蓉、汪萌、王杨、武原博、吴乐、

薛峰、张国富、汪荣贵 
优化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伦理 

72 智能应用系统设计 孙晓、刘学亮 

73 通信编码 黎洁、丁志中、周墨淼、黄伟 

74 随机信号分析 孙锐、丁志中、刘超 

75 Matlab 信号处理实践 刘超、彭敏 

76 

光通信与量子通信 

郭忠义、范之国、郭凯、雷艺 光纤无线融合通信 

偏振信息技术与应用 

77 
电子工程师基本硬件实践

技能训练 
刘正琼、雷艺 

78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践 齐美彬、郝世杰、董张玉、蒋薇薇、郭艳蓉、庄硕 

79 
微电子概论 

郎文辉 
集成电路设计 

80 

现代交换与路由 

孙永宣，丁志中，吴玺 通信工程师综合实训与实

践 

81  数字媒体方向综合设计 
路强、李琳、曹力、赵洋、汪荣贵、余烨、贾伟、薛

丽霞、杨娟、吴文明 

82 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外院人员 

 

三、全校平台课 

序

号 
课程组名称 课程组教师 

83 大学计算机基础 
冷金麟、李明、黎杰、黄毅、偶春生、宣善立、林杰华、

娄彦山 

84 
C/C++语言程序设计 李明、冷金麟、黎杰、黄毅、偶春生、宣善立、林杰华、

娄彦山 数据库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