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19年度省级系列在线开放课程拟验收结果

序号 课程管理组织 课程名称 牵头高校 拟验收结果

1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2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材料科学基础 南方科技大学 不通过

3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现代材料分析方法 暨南大学 通过

4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材料制备与加工工艺 广东工业大学 不通过

5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分子化学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6 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助产学 南方医科大学 暂缓

7 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急危重症护理学 南方医科大学 通过

8 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护理教育学 暨南大学 暂缓

9 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外科护理学 中山大学 暂缓

10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工工艺学 广州大学 暂缓

11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工原理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12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工设计 华南理工大学 暂缓

13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石油炼制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

院
暂缓

14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化学 华南师范大学 通过

15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离散数学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16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计算机网络 广东工业大学 暂缓

17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网络空间安全导论 深圳大学 通过

18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程序设计基础 广东工业大学 通过

19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人工智能原理及实践 中山大学 通过

20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动物学 华南农业大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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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生物化学 华南农业大学 通过

22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细胞生物学* 暨南大学 通过

23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微生物学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24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分子生物学 暨南大学 不通过

25 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动物细胞工程 暨南大学 通过

26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教学管理指导委

员会
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 华南理工大学 暂缓

2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教学管理指导委

员会
食品生物化学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28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教学管理指导委

员会
食品化学 华南理工大学 暂缓

29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混凝土结构理论 华南理工大学 通过

30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钢结构设计原理 华南理工大学 不通过

31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基础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不通过

32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土力学 广州大学 通过

33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

计
深圳大学 暂缓

34 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冷热源工程 广州大学 暂缓

35 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心理学研究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 通过

36 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心理统计学 华南师范大学 通过

37 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社会心理学 广东财经大学 通过

38 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心理咨询与治疗学 南方医科大学 通过

39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药物化学 暨南大学 通过

40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药物分析 广东药科大学 通过

41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临床药理学 中山大学 不通过

42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有机化学 中山大学 暂缓

43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基础化学 南方医科大学 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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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生物化学 中山大学 通过

45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南方医科大学 通过

46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 广州医科大学 暂缓

47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

术
广东医科大学 暂缓

48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

术
南方医科大学 通过

49 医学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影像检查技术 暨南大学 通过

50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花卉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
暂缓

51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遗传学 华南农业大学 通过

52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分子生物学 广东海洋大学 不通过

53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农业生态学
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
不通过

54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农业昆虫学 华南农业大学 暂缓

55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植物化学保护学 华南农业大学 暂缓

注：标“*”课程已获评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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