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中心名称 负责人 

1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孙淑芳 

2 东北石油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于长青 

3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李淑君 

4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臧淑英 

5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李春江 

6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文化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中心 
白世贞 

备注：名单按照学校代码排序。 

  



附件 2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黑龙江大学 基因工程原理 李海英 

2 黑龙江大学 无线传感器网络 秦丹阳 

3 黑龙江大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刘冬颖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纳米能源材料及高效能量存储 何玉荣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传感技术 黄文涛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大数据管理与分析 胡晓伟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桥梁风工程 陈文礼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水质物化处理理论与技术 马 军 

9 哈尔滨理工大学 EDA 技术与实践 李文娟 

10 哈尔滨理工大学 俄罗斯语义学 常 颖 

11 哈尔滨理工大学 工程伦理 鲍玉冬 

12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机器人控制系统综合实践 李东洁 

13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论文写作指导 沈 涛 

14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现代设计方法 史冬岩 

15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等气体动力学 杨海威 

16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等物理光学 孙伟民 

1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数值计算 沈 艳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水下声信道 生雪莉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9 黑龙江科技大学 污水微生物处理技术 李立欣 

20 东北石油大学 现代电机控制技术 刘 伟 

21 东北石油大学 现代渗流力学 刘振宇 

22 东北石油大学 线性系统理论 任伟建 

23 东北石油大学 油藏工程案例分析 杨二龙 

24 佳木斯大学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张鹏霞 

25 佳木斯大学 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刘 蕾 

26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高等农业机械学 胡 军 

27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仪器分析 刘春梅 

28 东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代谢病与中毒病专题 李金龙 

29 东北农业大学 现代乳品加工学 李晓东 

30 东北林业大学 工业设计科研与写作 李 博 

31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前沿进展 许 民 

32 东北林业大学 森林火灾扑救安全 杨 光 

33 东北林业大学 现代林产化工 黄占华 

34 哈尔滨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 卢美松 

35 哈尔滨医科大学 流行病学方法 赵亚双 

36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方剂学讲座 毕珺辉 

3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药剂学进展 阎雪莹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38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妇科学 韩凤娟 

39 牡丹江医学院 分子病理学 郭素芬 

40 哈尔滨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概况 苏加宁 

41 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收入风险管理 张宝生 

42 哈尔滨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法专题 马颖章 

43 齐齐哈尔大学 现代食品加工技术 邓永平 

44 牡丹江师范学院 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金莉娜 

45 哈尔滨商业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 刘西涛 

46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中药炮制专论 曲中原 

47 哈尔滨体育学院 冰雪运动训练理论 朱佳滨 

48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临床药理学 崔红霞 

49 黑龙江工程学院 工程伦理 张家平 

50 哈尔滨音乐学院 黑龙江地方音乐研究与实践 李 然 

备注：名单按照学校代码排序。 

 

 

  



附件 3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团队名称 负责人 

1 黑龙江大学 生态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宋福强 

2 黑龙江大学 硬件加密与微纳传感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丁 群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 AI+大数据的城镇环境智慧管控研究生

导学思政团队 
田 禹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先进光子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田 浩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先进焊接与连接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黄永宪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新体制雷达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位寅生 

7 哈尔滨理工大学 低碳与能源材料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张凤鸣 

8 哈尔滨理工大学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刘 侠 

9 哈尔滨理工大学 智能感知与仪器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吴海滨 

10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舰船抗爆与水下发射“兴海”研究生导学思

政团队 
姚熊亮 

1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理论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郑 莉 

1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水中目标特性测试与控制技术研究生导学思

政团队 
杨德森 

13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先进船舶导航与航海保障技术研究生导学思

政团队 
张勇刚 

14 黑龙江科技大学 
智能矿山机械装备与技术研究生导学思政团

队 
董 星 

15 东北石油大学 动力工程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李 伟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团队名称 负责人 

16 东北石油大学 油气资源勘查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付晓飞 

17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思想+教学+科研”三维研究生导学思政团

队 
冷志杰 

18 东北农业大学 
畜禽疾病防控与生物制品研发研究生导学思

政团队 
李一经 

19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付 强 

20 东北农业大学 智能农机装备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王金武 

21 东北林业大学 生物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滕春波 

22 东北林业大学 植物代谢与资源利用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唐中华 

23 哈尔滨医科大学 眼科学导学思政团队 张 弘 

2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方剂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李 冀 

25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王 婷 

26 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学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赵 龙 

27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李 林 

28 齐齐哈尔大学 植物分子遗传育种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高美玲 

29 哈尔滨商业大学 行政管理研究生导学思政导师团队 刘 萍 

30 哈尔滨体育学院 运动健康促进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 李晓琳 

备注：名单按照学校代码排序。 



附件 4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1 黑龙江大学 比较政治学 曹丽新 

2 黑龙江大学 产汇流理论及应用 孙颖娜 

3 黑龙江大学 超快光谱学 孙建辉 

4 黑龙江大学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王金辉 

5 黑龙江大学 泛函微分方程理论 赵建涛 

6 黑龙江大学 管理学概论 程晓多 

7 黑龙江大学 害虫防治理论与实践 付 雪 

8 黑龙江大学 经贸笔译 葛新蓉 

9 黑龙江大学 人身权法 王歌雅 

10 黑龙江大学 商法理论与实务 李连祺 

11 黑龙江大学 实验语音学 黄彩玉 

12 黑龙江大学 数字图像处理 马 慧 

13 黑龙江大学 土地信息技术与应用 郑树峰 

14 黑龙江大学 无线传感器网络 秦丹阳 

15 黑龙江大学 应用语言学 李 萌 

16 黑龙江大学 植物生物技术 刘大丽 

17 黑龙江大学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 张李香 

18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等分子生物学 杨微微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19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大数据管理与分析 胡晓伟 

20 哈尔滨工业大学 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 张云、耿钧、张鑫 

2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纳米流体及热物性测量 A 王天宇 

22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可视化设计 薛永增 

23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内容安全 何慧、张宏莉 

24 哈尔滨理工大学 笔译理论与实践（科技） 徐 蕾 

25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创新创业基础 姜金刚 

26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创新创业基础 赵燕江 

27 哈尔滨理工大学 俄罗斯文学流派 冯小庆 

28 哈尔滨理工大学 俄罗斯语义学 常 颖 

29 哈尔滨理工大学 网络化系统控制理论 胡 军 

30 哈尔滨理工大学 学科前沿进展 王 辛 

31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有限元法原理及应用 江旭东 

32 哈尔滨理工大学 知识管理 王雪原 

33 哈尔滨理工大学 智能系统融合与算法 赵文杰 

34 哈尔滨理工大学 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前沿专题 宋立新 

3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同位素分离原理 张 萌 

36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产品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刘钦辉 

37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等反应堆物理 郝 琛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38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级计算机网络 冯光升 

39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 徐涵蕾 

4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惯性导航系统仿真分析 臧 楠 

41 哈尔滨工程大学 婚姻与家庭心理学专题 杨柠溪 

42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属塑性成型原理 张艳秋 

4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摩擦磨损与润滑理论 聂重阳 

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认知语言学 栾 岚 

45 哈尔滨工程大学 随机过程 王秋滢 

4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动力装置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设计 赵晓臣 

4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动态复杂网络 薛 玲 

48 哈尔滨工程大学 反应堆物理数值计算 栾秀春 

49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复合制导技术 张文旭 

50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等工程流体力学 运飞宏 

5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等气体动力学 杨海威 

52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级计量经济 II 张海峰 

53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阶量化研究方法 赵 岩 

5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程摩擦学 马 旋 

5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公文写作 王 斯 

5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光纤生化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杨兴华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5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事诉讼与仲裁法专题研究 袁 雪 

58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洋工程风险评估 康济川 

59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洋工程风险评估 刘红兵 

6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洋生物声学信号处理技术 刘凇佐 

6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汉译英工作坊 周薇薇 

6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核反应堆与核电厂安全传热 曹夏昕 

63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辅助翻译 周 伟 

6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可持续设计与应用 商 振 

65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两相流 史建新 

66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论文写作指导 何丰硕 

67 哈尔滨工程大学 
能源、生态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沿专

题 
贾立江 

68 哈尔滨工程大学 热工基础 乔守旭 

69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原著选读 张翼飞 

7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深度学习及应用 齐 滨 

7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水下机器人技术 王玉甲 

7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水中目标声学特性 刘永伟 

73 哈尔滨工程大学 特种加工技术 张忠林 

7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危机管理 潘 霞 

7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微弱信号检测 王红茹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76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文体与翻译 李宝峰 

77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现代船舶导航系统理论 丁继成 

78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现代分析学 葛 斌 

79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现代控制理论 徐 博 

80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现代信号处理基础 李秀坤 

8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线性系统理论 原 新 

82 哈尔滨工程大学 线性系统理论 陆 军 

8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新一代数据库 王红滨 

84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术英语视听说 杨 红 

8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术英语写作 张艳雷 

86 哈尔滨工程大学 英国文学选读 雷 萍 

87 哈尔滨工程大学 英汉科技翻译实训 陈海霞 

88 哈尔滨工程大学 语言测试理论与方法 孙淑娟 

89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专业英语 刘 久 

90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组合导航系统 李 宁 

9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最优化原理与方法 姚建均 

92 黑龙江科技大学 高等混凝土结构 姜封国 

93 黑龙江科技大学 高等基础工程 王海军 

94 黑龙江科技大学 深度学习 高志军 



2022 年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入库案例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负责人 

95 黑龙江科技大学 有限元法及应用 董连成 

96 东北石油大学 地球物理油藏描述 张美玲 

97 东北石油大学 多元统计分析 辛 华 

98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结构抗震学 袁朝庆 

99 东北石油大学 管理沟通（双语） 孙晓春 

100 东北石油大学 国外社会学前沿文献导读（双语） 曹 隽 

101 东北石油大学 能源经济学前沿 姚丽霞 

102 东北石油大学 软件设计模式 张 强 

103 东北石油大学 声发射理论与应用 蒋 鹏 

104 东北石油大学 
石化装备结构强度数值分析及应用案

例 
丁宇奇 

105 东北石油大学 现代检测技术及实验 陈 平 

106 东北石油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案例分析 孙 巍 

107 东北石油大学 油区构造解析 平贵东 

108 佳木斯大学 高级植物生理学 李丽丽 

109 佳木斯大学 湿地保护与管理 穆 丹 

110 佳木斯大学 数学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刘春妍 

111 佳木斯大学 植物学研究技术 杨洪升 

112 佳木斯大学 中药鉴定方法学 王丽红 

113 东北农业大学 畜产品加工与贮藏新技术 陈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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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东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代谢病与中毒病专题 李金龙 

115 东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代谢障碍专题 李雪楠 

116 东北农业大学 农药化学 赵李霞 

117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前沿专题讲

座 
张鑫鑫 

118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生境健康调控 杨 帆 

119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资源环境修复理论与技术 孙 楠 

120 东北农业大学 湿地生态水文及应用 李然然 

121 东北农业大学 兽医信息学 高 翔 

122 东北农业大学 水产品加工新技术 夏秀芳 

123 东北农业大学 水资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刘 东 

124 东北农业大学 知识产权法专题 刘慧萍 

125 东北林业大学 高等木材化学 马艳丽 

126 东北林业大学 高等有机化学 姜大伟 

127 东北林业大学 功能性包装材料 张群利 

128 东北林业大学 计算机绘图 冯 莉 

129 东北林业大学 教育管理学 安 勇 

130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资源法学 范俊荣 

131 东北林业大学 人体工效学研究 朱晓冬 

132 东北林业大学 森林火灾扑救安全 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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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东北林业大学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梅 梅 

134 东北林业大学 社会组织管理 程艳敏 

135 东北林业大学 数论 张 杨 

136 东北林业大学 数学专业英语 丁宇婷 

137 东北林业大学 随机微分方程 刘 铭 

138 东北林业大学 物流包装系统设计与优化 李 琛 

139 东北林业大学 系统工程 李 洋 

140 东北林业大学 智慧物流 孙术发 

141 东北林业大学 智能微电网技术（双语） 班明飞 

142 哈尔滨医科大学 
妇科细胞学病理诊断 bethesda报告

系统解读 
吴 鹤 

143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于免疫衰老的老年大健康临床理念

的建立和应用 
王宇虹 

144 哈尔滨医科大学 流行病学方法 王 帆 

145 哈尔滨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肖兴军 

146 哈尔滨医科大学 心血管外科 田 海 

147 
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 
中药护理与实践 王丽芹 

148 
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 
中医骨伤科学 孟宪宇 

149 牡丹江医学院 高级健康评估 赵 莹 

150 牡丹江医学院 高级医学免疫学 张红军 

151 牡丹江医学院 生物信息学 崔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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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牡丹江医学院 实验室生物安全 唐小云 

153 牡丹江医学院 循证护理学 李珊珊 

154 牡丹江医学院 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王 静 

155 牡丹江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朱 敏 

156 哈尔滨师范大学 动画策划 赵 宇 

157 哈尔滨师范大学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继承法

部分） 
朴成姬 

158 哈尔滨师范大学 泥塑技法实践 于 猛 

159 哈尔滨师范大学 土地资源学 崔 佳 

160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现代色谱分析 马亚杰 

161 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生公共外语（英语） 王小卉 

162 哈尔滨师范大学 研究生公共外语（英语） 高 艳 

163 哈尔滨师范大学 植物遗传育种 郭东林 

164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论与画论 王士军 

165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专业主科（二胡） 杨 亮 

166 齐齐哈尔大学 分子结构与分子光谱 李 瑞 

167 齐齐哈尔大学 高级植物生理学专题 刘丽杰 

168 齐齐哈尔大学 高聚物结构与性能 娄春华 

169 齐齐哈尔大学 工笔画表现形式研究 孟德鸿 

170 齐齐哈尔大学 射频技术与天线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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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牡丹江师范学院 北大荒文学研究 施新佳 

172 牡丹江师范学院 发光学与发光材料纳米化 孙明烨 

173 牡丹江师范学院 高等物理化学 左明辉 

174 牡丹江师范学院 功能材料合成与制备 崔术新 

175 牡丹江师范学院 古典文学文本研读 高春花 

176 牡丹江师范学院 激光光谱学 张 蕾 

177 牡丹江师范学院 日本文化与翻译 董奎玲 

178 牡丹江师范学院 数学教育哲学 倪栢竹 

179 牡丹江师范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前沿 张 伟 

180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与语文教育 李 莹 

181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分析 曲竟玮 

182 哈尔滨商业大学 大数据分析与企业经营决策 张鑫瑜 

183 哈尔滨商业大学 高等天然药物化学 崔琳琳 

184 哈尔滨商业大学 供应链管理 徐玲玲 

185 哈尔滨商业大学 行为决策理论与方法 易加斌 

186 哈尔滨商业大学 决策支持与智能系统 邱泽国 

187 哈尔滨商业大学 神经药理学 刘 琳 

188 哈尔滨商业大学 生物技术制药 郑 威 

189 哈尔滨商业大学 实用数据分析案例 田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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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哈尔滨商业大学 数字经济与产业组织理论 潘鹤思 

191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细胞培养技术 郎 朗 

192 哈尔滨商业大学 现代药物分析学选论 赵丽珠 

193 哈尔滨商业大学 药物分子设计 邢志华 

194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宋 辉 

195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中药药性学专论 张 乔 

196 齐齐哈尔医学院 药事法规实务 张宏莲 

197 齐齐哈尔医学院 MRI成像原理 郝利国 

198 齐齐哈尔医学院 高级寄生虫学 张 浩 

199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洪 博 

200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中药化学专论 宋 波 

备注：名单按照学校代码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