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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2022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课程名称：《航空航天技术 Aerospace Technology》

主讲教师：贾玉红 教授

讲课学时：30学时

教学方式：线上授课 MOOC
考核方式：考查（考核组成及比例：视频单元 10%，作业单元 55%，讨

论单元 5%，考试单元 30%，总成绩 100 分。具体考核说明参见 MOOC 课

程）。

教师简介：贾玉红，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飞机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

从教 20 多年来一直在教学一线从事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讲《航空

航天概论》、《航空航天技术》和《航空工程大型通用软件应用》等课

程，国家级视频公开课、国家级资源共享课、国家一流在线课程主讲教

师。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校“立德树人”卓越奖、

“校教学优秀奖”一等奖、“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成飞奖教金”

一等奖、“校教学贡献奖”、我爱我师“十佳教师”、我爱我师“特色

教师”和“优秀主讲教师”等多项荣誉。

主要从事飞行器设计领域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飞机起落架设计、

机械设计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其他类型专利 11 项，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编《航空航天概论》、《现代飞行器

制造工艺学》等教材/专著 10 余册，总字数在 300 万字以上，主编教材

《航空航天概论》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课程简介：《航空航天技术》课程是一门全面介绍航空航天技术发展及

其相关技术的课程，课程总共包括三大部分——基础篇、技术篇、设计

篇。

基础篇——我们将首先对航空航天基本知识进行简要介绍，然后重点针

对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及取得的技术成果进行介绍。



技术篇——我们将对航空航天发展过程中对航空航天有重要推进作用

的一些关键技术和先进技术进行介绍，包括空气动力技术、航空航天发

动机技术、起飞着陆技术、发射回收技术、导航制导及航天测控技术、

飞行器隐身技术及各种先进航天飞行平台等。

设计篇——我们将着重针对飞机、直升机等一些典型飞行器的基本设计

过程及设计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课程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三个层面的架构设计，使内容由浅入深、层

层递进，满足了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学习者需求。其中“基础篇”和

“技术篇”为课程必学内容，“设计篇”为选学内容，是知识的进一步

拓展和提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对航空航天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掌握航空航天技术的最

新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是培养学生对航空航天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

航空航天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航空航天技术能力和综合素养

的有效途径。

教材教辅及参考资料：

航空航天概论（第 4 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月

2 课程名称：《民法典入门 Civil Law Code Introduction》
讲课学时：30 学时

教学方式：网上授课、讨论

任课教师：付翠英

教师介绍：付翠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

律师。多年从事民法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破产法、

婚姻继承法等。代表性论著有：独著《比较破产法研究》（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主编《民法总论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家庭破产制度初探》（《金陵法律评论》，2006

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 2006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论风险投资与有

限合伙》（《法学杂志》2006 年 3 期，人大复印资料 2006 年第 6 期全文

转载）、《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思辨——中国民法典的选择》，（《法

学》2006 年第 8期）。

课程简介：民法是生活的百科全书。2020 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民法典，

这是建国以来的立法盛事。民法理论博大精深，对非专业学生，了解我

国民法典，掌握权利的宝典，对自己今后的创业和生活都裨益。本门课



程是针对所有对民法典感兴趣的学生开设，通俗易懂。主要内容有：民

法典体系、自然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监护、婚姻家庭、继承、法人、

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时效、合同的缔结和履行、不当

得利、无因管理、侵权责任等，通过案例学习民法典的入门知识。

考核方式：考查

教材教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开课要求：无

3. 课程名称：《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 Contrast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讲课学时：30 学时

教学方式：线上教学

主讲教师：张懂

教师简介：张懂，男，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任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科学与工程系专任教师，讲师职称，硕士研究生导

师。研究兴趣为：英汉对比、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在《外语教

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 CSSCI

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

项，已主持完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助项目 1项、湖南省研究

生科研创新项目 1 项，参研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涵盖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深入探讨

语言背后反映的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将英汉对比直接用于指

导英汉翻译实践，以期帮助同学们了解英汉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之间

的异同，提升同学们的英语和汉语表达水平、文化差异意识和英汉互译

能力。具体而言，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英汉语音、词汇、句法、篇章、

语用、修辞、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对比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教材教参：连淑能（著），2010 年，《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科技大学

1. 课程名称：《蔬食营养学之从科学瘦身及健身谈起 Plant based
Nutrition:Starting from Body Building and Fitness》
讲课学时：20学时

教学方式：线上教学

主讲教师：杨裕亮，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

与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课程简介：瘦身是健康的需要，也是爱美的需求。当今国人 80%以

上的死因与超重或肥胖相关。当瘦身不当时，会造成各种健康隐患。

很多人通过节食来瘦身，但是经常因为不能坚持而半途而废。这背

后有什么科学机制？为何很难达到安全、长期瘦身的目标？蔬食营

养学将从科学上解释其机制，进而给出基于全食物蔬食的瘦身方案，

即完全从植物和菌类中获取营养，无需节食即可安全瘦身。令无数

年轻人苦恼的青春痘也可以在瘦身的同时一并消除。进一步的研究

揭示，现代蔬食营养学还能实现不增加肝肾负担的安全增肌和有效

保持肌肉。甚至情绪低落、自闭症、抑郁症也都可以通过蔬食营养

学的脑肠轴饮食干预得到有效缓解。

通过本课程向青年学生介绍最新的蔬食营养学的研究进展，使青年

学生全面了解科学蔬食干预的作用和意义，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健

康一生、快乐一生。

考核方式：考察
教材教参：

1,非药而愈,徐嘉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2,逆转和预防致命疾病的科学饮食，Michael，Greger，Gene，Stone
著，谢宜晖，张家绮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3,中国健康调查报告,T·Colin Campell phD，Thomas M Campell Ⅱ，
张宇晖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4,全营养与全健康从哪里来，T·柯林·坎贝尔，霍华德·雅各布森著, 赵
若曦,谭永乐译，中信出版社图书,2015
5,爱与生存――亲密关系的医疗作用,迪恩·奥尼希著，苏燕译,新华出

版社,2000

2. 课程名称：《财务思维 Financial Thinking》
讲课学时：30 学时
教学方式：线上教学
主讲教师：刘应文，男，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
课程简介：

本门课程是针对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财务思维通识
课程。课程基于公司财务报表，结合公司案例和社会经济生活事例，
以轻松和通俗易懂的方式，分析诸如：为什么盈利的公司会倒闭？
为什么亏损公司的股票能卖高价？为什么公司收入很多却没有钱发
工资？为什么去年的一元钱不等于今年的一元钱？为什么有些公司
给员工发股票？为什么可以免费用别人的钱？企业保险柜里该放多
少钱？为什么刘强东持股不多却能控制京东？十年前的小米手机和
今天的小米手机有什么区别？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自己买的吗？为
什么不可能有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为什么从事会计工作的人都比
较谨慎？等等问题。讲解权责、时间价值、风险与收益、激励约束、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现金为王、竞争战略等财务思维，让学生初步
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的基本理论，读懂公司财务信息，更重
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财务思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财务思
维视角，增加分析维度，更好地进行工作和生活的选择决策，成为
一个真正懂财务、懂公司战略、对事业发展有规划、对生活有远见
的人。



考核方式：开卷考试
教材教参：教材：肖星编，《财务思维》，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
第 1 版
参考书：1. 梅泽真由美编，《 财务思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年，第 1 版

3. 课程名称：《计算机模拟仿真与优化技术 The Technology of
Computer Simulation & Optimization》
讲课学时：30 学时
教学方式：线上教学
主讲教师：洪慧平，男，材料学院副教授。
课程简介：

计算机模拟仿真与优化是当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研究
方法，应用计算机模拟仿真与优化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各
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中应用模拟仿真技术，能
够精确地超前再现实际过程各阶段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可能存在
的问题），获得实际过程宏观量、局部量和微观量等重要目标量的预
报性结果，根据模拟仿真结果可对方案改进，优化过程参数、提高
质量、降低成本并且缩短研究开发周期，达到减少产品试生产的目
的。因此当代大学生极有必要掌握先进的计算机模拟仿真与优化技
术。在本课程中，重点讲解计算机模拟仿真与优化的基本原理、主
要方法及其在科学技术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结合计算机建模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应用计算模拟仿真与优化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础知识。
考核方式：考查
教材教参：
洪慧平主编.《金属塑性成形数值模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洪慧平主编.《材料成形计算机辅助工程》, 冶金工业出版社，2015
年



中国地质大学

1.课程名称：《宝玉石鉴定与评价 Gemstone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讲课学时：30 学时
任课教师：李耿

教师介绍：李耿，博士(宝石学)，留德学者，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珠宝学院讲师，国家级精品视频课和在线课程《宝石鉴定与欣

赏》的主讲教师，出版《宝玉石鉴定与评价》等教材。国家珠宝玉

石质量检验师，英国皇家宝石协会宝石学证书获得者、鉴定师会员

（FGA）、认证导师，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青年访问学者，

国际彩色宝石协会（ICA）会员。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在校非宝石学专业大学生中宝石爱好者开设

的选修课。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钻石、红蓝宝石等有色单晶宝石、翡

翠等玉石和珍珠等有机宝石的简易鉴定与质量评价。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肉眼鉴定宝石的原理与方法和常见宝石的鉴定特

征；对宝石品种、处理品和合成品能有初步的区分；掌握宝石的质

量评价标准；了解宝石的产地、宝石从矿区到市场的全过程以及鉴

定证书等。

本学期授课方式：在线授课

学习平台：学习通

选课同学在开课前先按学院路教学共同体网站上的课程通知，加入

课程学习的 QQ群，然后在通过 QQ群中的课程邀请码，进入学习

通课程班在线学习。

考核方式：开卷考试
教材教参：宝玉石鉴定与评价.李耿 编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开课要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