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表

注：

（1）教师（可查询本人授课课程）：登录研究生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下简称“系统”）->教学->教学

信息管理->学期课表信息查询，选择“2017-2018 春学期” ，点击“查询”按钮查询。

（2）学生（可查询所有开课课程）：登录研究生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下简称“系统”）->培养->课务

管理->开课目录信息查询，选择“2017-2018 春学期”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登录“爱课堂”平

台查询研究生课程的基本情况（课程大纲、任课教师介绍等），“爱课堂”平台登录说明详见附件 2：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全日制研究生选课说明》。

开课

院系
课程编号

课程

学时
班级名称 任课教师 上课信息描述

学生

处
2121101169 16

有效沟通技巧

（MOOC）
陆若然

信通 2031101008 32
随机信号分析与应

用
尹斯星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尹斯

星,地点:9-101]

信通 3110100781 32 通信网理论（博） 刘雨
星期二(3-4节)[1-16周,教师:刘雨,

地点:主-317]

信通 3111100050 32 UNIX 环境高级编程 李亦农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李亦

农,地点:3-130]

信通 3111100107 32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

术
蒋挺

星期五(5-6节)[1-16周,教师:蒋挺,

地点:3-105]

信通 3111100290 48
矩阵理论与方法(三

节连上)
吕旌阳

星期二(9-11节)[1-16周,教师:吕旌

阳,地点:3-233]

信通 3111100292 32 军事通信网技术
李斌、赵成林

(主讲)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李斌、

赵成林(主讲),地点:3-239]

信通 3111100441 32 数字图像处理 门爱东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门爱

东,地点:主-206]

信通 3111100465 32 通信系统仿真技术 刘丹谱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刘丹

谱,地点:主楼 1121]

信通 3111100507 32 卫星通信 赵龙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赵龙、

郑侃(主讲),地点:3-132]

信通 3111100521 32 无线通信原理 高月红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高月

红,地点:主-212]

信通 3111100571 32 现代数字通信 罗涛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罗涛,

地点:主-212]

信通 3111100582 32 现代信息论 牛凯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牛凯,

地点:主-224]

信通 3111100590 48
小波分析与应用（三

节连上）
袁超伟

星期一(9-11 节)[1-16 周,教师:袁超

伟,地点:2-303]

信通 3111100606 32 信息论基础 林雪红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林雪

红,地点:3-130]



信通 3111100607 32 信息融合技术 陈光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陈光,

地点:3-130]

信通 3111100625 32 移动传播环境
王亚峰、张欣

(主讲)

星期四(9-10 节)[1-16 周,教师:王亚

峰、张欣(主讲),地点:3-117]

信通 3111100943 32
C++程序设计实践

(实验课)
刘瑞芳

星期一(1-2 节)[1-16 周,教师:刘瑞

芳,地点:主楼 1121]

信通 3111100944 32
JAVA 程序设计实践

（实验课）
唐晓晟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唐晓

晟,地点:主楼 1121]

信通 3111101059 32 机器学习（MOOC） 马占宇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马占

宇,地点:9-101]

信通 3111101072 32
嵌入式操作系统编

程实践（实验课）
夏海轮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夏海

轮,地点:主楼 1121]

信通 3111101073 32
ARM 嵌入式系统开发

实验（实验课）

温向明、郑伟

(主讲)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温向

明、郑伟(主讲),地点:教二楼三层机房

A 网]

信通 3111101080 32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实践
崔鸿雁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崔鸿

雁,地点:3-105]

信通 3111101100 48
机器学习与数据科

学（三节连上）
李春光

星期三(1-3 节)[1-16 周,教师:李春

光,地点:3-235]

信通 3111101116 32
通信网理论（硕）（巴

基斯坦）
苏驷希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苏驷

希,地点:3-111]

信通 3111101116 32
通信网理论（硕）1

班
苏驷希

星期一(1-2 节)[1-16 周,教师:苏驷

希,地点:3-130]

信通 3111101116 32
通信网理论（硕）2

班
武穆清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武穆

清,地点:3-239]

信通 3111101116 32
通信网理论（硕）3

班
纪阳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纪阳,

地点:3-235]

信通 3111101117 32 通信网信令技术 廖青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廖青,

地点:3-130]

信通 3111101119 32 统计信号处理基础 郭彩丽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郭彩

丽,地点:主-206]

信通 3111101124 32 无线多媒体系统 孙松林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孙松

林,地点:主-206]

信通 3111101130 32 现代信号处理 蒋挺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蒋挺,

地点:主-212]

信通 3111101135 32
信息处理与编码理

论

董超、郭文彬

(主讲)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董超、

郭文彬(主讲),地点:3-130]

信通 3111101139 32
移动互联网业务架

构

王冬宇、王晓

湘(主讲)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王冬

宇、王晓湘(主讲),地点:3-235]

信通 3111101142 48
移动物联网理论和

技术（三节连上）
彭木根

星期四(9-11 节)[1-16 周,教师:彭木

根,地点:3-105]

信通 3111101148 32 最优化方法与应用 尹斯星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尹斯

星,地点:3-130]



信通 3111101166 32 创业与创新方法论 纪阳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纪阳,

地点:主-212]

信通 3111101167 16

创新与创业实践—

—从硅谷到北邮(后

半学期)

高泽华
星期一(9-10 节)[9-16 周,教师:高泽

华,地点:3-239]

信通 3121100001 32
电磁兼容原理与设

计 1 班
李书芳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李书

芳,地点:3-233]

电子 3121100001 32
电磁兼容原理与设

计 2 班

吕英华、张金

玲(主讲)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吕英

华、张金玲(主讲),地点:2-303]

电子 3121100029 32 VLSI 原理与设计 韩可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韩可,

地点:主-224]

电子 3121100104 32
电子连接与通信质

量
高锦春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高锦

春,地点:主-306]

电子 3121100130 32 分子细胞生物学 王琳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王琳,

地点:4-224]

电子 3121100175 32 光电信息处理 田清华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田清

华,地点:主-224]

电子 3121100177 32 光电仪器设计概论 张琦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张琦,

地点:3-207]

电子 3121100178 48
光电子学（三节连

上）

赵同刚(主

讲)、忻向军

(主讲)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赵同刚

(主讲)、忻向军(主讲),地点:主-1504]

电子 3121100230 32 基础生命科学 漆渊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漆渊,

地点:主-224]

电子 3121100231 32
激光技术在生物医

学中的应用
吴国华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吴国

华,地点:主-206]

电子 3121100235 48
集成电路设计概论

(三节连上)
焦继超

星期三(9-11 节)[1-16 周,教师:焦继

超,地点:2-303]

电子 3121100239 48

计算电磁学中的数

值方法(三节连

上)(巴基斯坦)

吕英华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吕英

华,地点:3-207]

电子 3121100296 16
科技文献检索（前半

学期）
高锦春

星期四(3-4 节)[1-8 周,教师:高锦春,

地点:2-303]

电子 3121100319 32 量子信息基础 刘绍华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刘绍

华,地点:3-111]

电子 3121100364 32 人体电生理学 刘亚宁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刘亚

宁,地点:空军总医院西楼 3层中心实

验室]

电子 3121100414 32 生物信息学 黄菊香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黄菊

香,地点:4-224]

电子 3121100416 32 生物医学传感器 张金玲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张金

玲,地点:主-212]

电子 3121100417 32 生物医学电子学 张洪欣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张洪

欣,地点:3-237]



电子 3121100457 32
通信半导体光电子

器件
余建国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余建

国,地点:3-239]

电子 3121100460 32
通信光电子器件测

量
赵同刚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赵同

刚,地点:3-105]

电子 3121100499 32
微波电路理论与技

术
于翠屏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于翠

屏,地点:主-224]

电子 3121100520 32
无线通信与微波技

术
刘芳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刘芳,

地点:3-105]

电子 3121100525 32
无线网状网原理与

技术(英文)
魏翼飞

星期四(9-10 节)[1-16 周,教师:魏翼

飞,地点:2-303]

电子 3121100563 32 现代光电技术实验 饶岚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饶岚,

地点:主-212]

电子 3121100630 32
移动通信系统的无

线资源管理

崔高峰(主

讲)、王卫东

(主讲)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崔高峰

(主讲)、王卫东(主讲),地点:3-237]

电子 3121100777 32 传感器与物联网 崔高峰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崔高

峰,地点:主-306]

电子 3121100778 32
软件无线电技术与

应用
温志刚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温志

刚,地点:主-206]

电子 3121100779 32
物联网中的智能信

息处理

王朝炜(主

讲)、王程(主

讲)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王朝炜

(主讲)、王程(主讲),地点:主-306]

电子 3121100780 32
嵌入式系统与智能

终端
满毅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满毅,

地点:主-324]

电子 3121100925 48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原理（三节连上）
尹露

星期二(5-7 节)[1-16 周,教师:尹露,

地点:主-1504]

电子 3121100969 32
基于 ARM 的物联网应

用实验
刘雯

星期四(5-8 节)[1-8 周,教师:刘雯,地

点:4-230]

电子 3121101002 32
视听媒体感知与识

别
明悦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明悦,

地点:2-303]

电子 3121101009 32
通信电路系统硬件

平台设计开发实验
张洪光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张洪

光,地点:3-134]

电子 3121101011 32 通信系统 FPGA 设计 刘凯明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刘凯

明,地点:主-224]

电子 3121101048 32
智能终端整机性能

测试技术
王卫民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王卫

民,地点:主-212]

电子 3121101220 32 计算材料学 杨巍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杨巍,

地点:主-1504]

电子 3121101221 32 半导体异质结物理 郭霞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郭霞,

地点:2-306]

电子 3121101222 32

随机过程、随机优化

及其通信网络中的

应用

滕颖蕾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滕颖

蕾,地点:主-206]



电子 3121101223 32 三维集成电路设计 崔岩松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崔岩

松,地点:3-111]

电子 3141100717 32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技术
温志刚

星期五(7-8 节)[1-16 周,教师:温志

刚,地点:主-1504]

计算

机
3131100013 32 现代软件工程 肖丁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肖丁,

地点:主-317]

计算

机
3131100109 32

多媒体计算理论与

技术
马华东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马华

东,地点:3-111]

计算

机
3131100141 32 高级操作系统 孟祥武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孟祥

武,地点:3-130]

计算

机
3131100254 32 计算智能 李睿凡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李睿

凡,地点:主-224]

计算

机
3131100301 32 认知科学原理 王小捷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王小

捷,地点:主-212]

计算

机
3131100342 48

模糊数学（三节连

上）
牛少彰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牛少

彰,地点:3-130]

计算

机
3131100359 32 人工智能原理 谭咏梅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谭咏

梅,地点:主-306]

计算

机
3131100425 32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

掘
潘维民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潘维

民,地点:3-117]

计算

机
3131100447 32 算法分析与设计 刘晓鸿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刘晓

鸿,地点:3-130]

计算

机
3131100448 48

算法复杂性（三节连

上）
周延泉

星期三(1-3 节)[1-16 周,教师:周延

泉,地点:4-210]

计算

机
3131100480 32 网络安全技术 李剑

星期四(9-10 节)[1-16 周,教师:李剑,

地点:3-130]

计算

机
3131100550 32 情感计算 周延泉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周延

泉,地点:3-105]

计算

机
3131100706 32

自然语言处理与应

用
袁彩霞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袁彩

霞,地点:3-132]

计算

机
3131100721 32 数据库基础及应用 赵晶玲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赵晶

玲,地点:3-117]

计算

机
3131100735 32 嵌入式技术实验 戴志涛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戴志

涛,地点:3-130]

计算

机
3131100751 32 云计算技术与服务 李劼

星期一(9-10 节)[1-16 周,教师:李劼,

地点:主-212]

计算

机
3131100754 32 现代软件工程实践 肖丁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肖丁,

地点:3-132]

计算

机
3131100796 32 机器视觉 鲁鹏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鲁鹏,

地点:3-132]

计算

机
3131100797 32

智能软件理论与设

计
梁洪亮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梁洪

亮,地点:主-306]

计算

机
3131100977 16

决策分析方法（前半

学期）
郑岩

星期四(1-2 节)[1-8 周,教师:郑岩,地

点:2-303]



计算

机
3131101062 32

Neural Networks

for Machine

Learning (MOOC)

李睿凡

计算

机
3131101104 32

可编程片上系统与

软硬件协同设计实

验

戴志涛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戴志

涛,地点:9-101]

计算

机
3131101112 32 数据挖掘技术 郑岩

星期五(7-8 节)[1-16 周,教师:郑岩,

地点:主-206]

计算

机
3131101159 32

微软亚洲研究院大

数据系列讲座

（MOOC）

梁美玉

自动

化
3141100066 32 表面微观探测技术 周怡琳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周怡

琳,地点:3-105]

自动

化
3141100093 32

电连接设计与检测

技术
许良军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许良

军,地点:主-206]

自动

化
3141100102 32

电子电器连接的可

靠性
许良军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许良

军,地点:主-224]

自动

化
3141100227 32 机器人学 孙汉旭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孙汉

旭,地点:主-212]

自动

化
3141100242 3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图形学
徐晓慧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徐晓

慧,地点:主-212]

自动

化
3141100260 32

检测技术与信号处

理实验

王刚、刘晓平

(主讲)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王刚、

刘晓平(主讲),地点:主-306]

自动

化
3141100354 32

嵌入式系统与机电

控制
周慧玲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周慧

玲,地点:3-105]

自动

化
3141100426 32 数据挖掘实验 艾新波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艾新

波,地点:主-324]

自动

化
3141100431 48

数学机械化与机构

学应用（三节连上）
张英

星期四(5-7 节)[1-16 周,教师:张英,

地点:4-210]

自动

化
3141100530 32 物流设备及自动化 翁迅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翁迅,

地点:4-210]

自动

化
3141100533 32 物流系统规划 翁迅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翁迅,

地点:4-210]

自动

化
3141100622 32 虚拟现实技术 贾庆轩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贾庆

轩,地点:主-206]

自动

化
3141100956 32

电子商务与快递服

务

杨萌柯、周晓

光(主讲)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杨萌

柯、周晓光(主讲),地点:主-306]

自动

化
3141100961 32

复杂机械系统设计

方法
李金泉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李金

泉,地点:3-105]

自动

化
3141101034 32 信号完整性分析 林雪燕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林雪

燕,地点:主-317]

自动

化
3141101090 32

工业计算机网络与

控制系统
杨军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杨军,

地点:主-1504]



自动

化
3141101094 32

光纤测量与光纤传

感
宋晴

星期五(7-8 节)[1-16 周,教师:宋晴,

地点:主-212]

自动

化
3141101158 32 系统建模与仿真 刘玉坤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刘玉

坤,地点:3-134]

自动

化
3141101175 32 高等物流学 韦凌云

星期一(1-2 节)[1-16 周,教师:韦凌

云,地点:4-210]

软件 3131100435 48
数值与符号计算（三

节连上）
漆涛

星期五(2-4 节)[1-16 周,教师:漆涛,

地点:3-134]

软件 3151100852 32 软件测试技术 袁玉宇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袁玉

宇,地点:主-212]

软件 3151100853 32
面向对象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英文）
程保中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程保

中,地点:主-206]

软件 3151100862 32 信息和网络安全 陆天波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陆天

波,地点:2-306]

软件 3151100978 32
科学计算中的蒙特

卡洛策略
王枞

星期一(1-2 节)[1-16 周,教师:王枞,

地点:主-206]

软件 3151100994 32 人工智能
刘知青、卢本

捷(主讲)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刘知

青、卢本捷(主讲),地点:主-317]

软件 3151100996 32 软件工程化 王安生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王安

生,地点:3-237]

软件 3151100997 32
软件工程实训-计算

机网络
雷友珣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雷友

珣,地点:3-130]

软件 3151100998 32
软件工程实训-软件

测试

陆天波、韩万

江(主讲)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陆天

波、韩万江(主讲),地点:2-306]

软件 3151101037 32 需求工程 杨金翠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杨金

翠,地点:主-1504]

软件 3151101047 32 智能算法 李朝晖
星期一(9-10 节)[1-16 周,教师:李朝

晖,地点:3-105]

软件 3151101107 32
软件工程实训-通信

软件
程保中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程保

中,地点:3-130]

软件 3151101108 32
软件工程实训-信息

系统
傅湘玲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傅湘

玲,地点:3-233]

软件 3151101182 32 软件过程改进 王安生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王安

生,地点:主-212]

数媒 3141100389 32 色彩研究 李霞
星期四(9-10 节)[1-16 周,教师:李霞,

地点:4-210]

数媒 3161100991 32
品牌设计与战略研

究
汪晓春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汪晓

春,地点:主-206]

数媒 3161101039 32 影视后期处理技术 高盟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高盟,

地点:3-111]

数媒 3161101066 32
机器学习基础

（MOOC）
柳杨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柳

杨,地点:主-306]

数媒 3161101068 32 计算机音乐（MOOC） 李荣锋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李荣

锋,地点:主-306]



数媒 3161101105 32 可用性测试技术 吕美玉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吕美

玉,地点:2-303]

数媒 3161101109 32 设计研究方法 侯文军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侯文

军,地点:主-224]

数媒 3311100083 32 大众传播学 梁刚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梁刚,

地点:2-306]

数媒 3311100335 32 媒介批评 刘胜枝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刘胜

枝,地点:主-324]

数媒 3311100420 16

世界经典钢琴名曲

名家（人文艺术类）

（前半学期）

刘晓勇
星期四(3-4 节)[1-8 周,教师:刘晓勇,

地点:4-401]

数媒 3311100498 32 网页设计与制作 李铁萌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李铁

萌,地点:1-428]

数媒 3311100509 32
文化传播学专题研

究
黄传武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黄传

武,地点:主-224]

数媒 3311100593 32
新媒体产业（人文艺

术类）
曾静平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曾静

平,地点:主-306]

数媒 3311100594 32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刘剑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刘剑,

地点:主-224]

数媒 3311100824 32
当代艺术与文化产

业研究
黄传武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黄传

武,地点:科研楼 205]

数媒 3311100825 32 传播学研究方法
任乐毅、黄佩

(主讲)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任乐

毅、黄佩(主讲),地点:主-324]

数媒 3311100826 32 日本动漫艺术 张蓝姗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张蓝

姗,地点:主-206]

网安 3131100055 32
Walsh 函数与

Hadamard 矩阵
彭海朋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彭海

朋,地点:3-237]

网安 3131100439 32 数字签名及其扩展 郑世慧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郑世

慧,地点:2-306]

网安 3131100526 32
无线移动通信安全

技术
李晖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李晖,

地点:3-237]

网安 3131100598 32 信息安全技术 芦效峰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芦效

峰,地点:主-206]

网安 3131100610 32
信息网络中的智能

控制
郭燕慧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郭燕

慧,地点:主-224]

网安 3131100669 48
运筹与优化（三节连

上）
李丽香

星期四(1-3 节)[1-16 周,教师:李丽

香,地点:4-210]

网安 3131100784 32 数论及其应用 陈秀波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陈秀

波,地点:3-134]

网安 3131100785 32
后量子密码理论与

技术
王励成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王励

成,地点:主-317]

网安 3131100922 32
大数据分析方法及

应用
周亚建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周亚

建,地点:3-132]



网安 3131101163 32
从信息检索到知识

管理
吴旭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吴旭,

地点:3-130]

经管 3211100030 16
ERP 系统应用（前半

学期）
杨天剑

星期一(1-2 节)[1-8 周,教师:杨天剑,

地点:主-212]

经管 3211100075 32 产业组织理论 夏俊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夏俊,

地点:主-224]

经管 3211100081 32 创新管理 张静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张静,

地点:主-224]

经管 3211100098 16
电信竞争与管制（前

半学期）
阚凯力

星期二(9-10 节)[1-8 周,教师:阚凯

力,地点:主-212]

经管 3211100140 32 高级财务管理 彭若弘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彭若

弘,地点:3-235]

经管 3211100144 32 高级管理学 霍煜梅
星期五(7-8 节)[1-16 周,教师:霍煜

梅,地点:主-224]

经管 3211100161 32 公司治理 闫长乐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闫长

乐,地点:主-306]

经管 3211100164 32 供应链分析与建模 杨天剑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杨天

剑,地点:主-306]

经管 3211100197 32 规制经济学 谢智勇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谢智

勇,地点:主-317]

经管 3211100199 16
国际金融期货操作

系统（前半学期）
逄金玉

星期五(3-4 节)[1-8 周,教师:逄金玉,

地点:主 1419]

经管 3211100202 32 国际经济学（英文） 曾剑秋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曾剑

秋,地点:主-317]

经管 3211100203 32 国际经济学前沿 马蓉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马蓉,

地点:主-324]

经管 3211100284 48
经济数学(三节连

上)(巴基斯坦)
王宁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王宁,

地点:2-303]

经管 3211100291 32 决策方法 周晔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周晔,

地点:主-317]

经管 3211100320 16 领导学（前半学期） 赵玉平
星期四(3-4 节)[1-8 周,教师:赵玉平,

地点:9-101]

经管 3211100363 32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
靳娟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靳娟,

地点:主-212]

经管 3211100537 3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杨天剑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杨天

剑,地点:主-224]

经管 3211100576 32
现代物流系统与管

理
赵国君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赵国

君,地点:主-317]

经管 3211100612 32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曹建彤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曹建

彤,地点:经-228]

经管 3211100613 32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吴俊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吴俊,

地点:3-117]

经管 3211100695 32 中级宏观经济学 茶洪旺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茶洪

旺,地点:主-324]



经管 3211100813 32
计量经济学与

Eviews 应用
王增民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王增

民,地点:3-134]

经管 3211100929 32 服务运营管理

彭若弘、杨

旭、车培荣、

吴俊、黄逸珺

(主讲)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彭若

弘、杨旭、车培荣、吴俊、黄逸珺(主

讲),地点:主-324]

经管 3211100952 32 创业管理
闫长乐、刘丹

(主讲)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闫长

乐、刘丹(主讲),地点:主-306]

经管 3211100989 32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

理
曾雪云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曾雪

云,地点:主-224]

经管 3211101046 32 知识管理 王连娟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王连

娟,地点:3-132]

经管 3211101147 48

中国投入产出模型

及分析方法（三节连

上）

刘宇
星期四(1-3 节)[1-16 周,教师:刘宇,

地点:3-207]

经管 3211101165 32
创业思维与商业模

式

牟焕森、宁连

举(主讲)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牟焕

森、宁连举(主讲),地点:3-239]

经管 3211101176 32
企业会计报表案例

分析
徐慧娟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徐慧

娟,地点:主-306]

经管 3321100047 16
SPSS 软件操作（前半

学期）
熊炎

星期四(5-6 节)[1-8 周,教师:熊炎,地

点:2-303]

经管 3321100401 32 社会问题分析 方明东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方明

东,地点:主-317]

经管 3331101020 32 危机管理 熊炎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熊炎,

地点:主-306]

经管 3331101121 32 网络社会学 王欢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王欢,

地点:主-324]

人文 3311100103 32 电子化教学实验 范姣莲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范姣

莲,地点:1-301]

人文 3311100117 32 法理学专题 娄耀雄
星期一(5-8 节)[1-8 周,教师:娄耀雄,

地点:明光楼 403]

人文 3311100142 32 高级翻译实践 王斌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王斌,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368 32 日本文化专题研究 李凡荣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李凡

荣,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373 32 日本哲学思想史 左汉卿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左汉

卿,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375 32 日语高级翻译 王雪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王雪,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390 32 莎士比亚戏剧 徐静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徐静,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600 32 信息法学 娄耀雄
星期一(1-2、9-10 节)[1-8 周,教师:

娄耀雄,地点:明光楼 403]



人文 3311100642 32
英美电影与西方文

化（人文艺术类）
马隽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马隽,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642 32

英美电影与西方文

化（人文艺术类）(巴

基斯坦)

马隽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马隽,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654 32 语料库语言学 陈真真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陈真

真,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659 32
语言研究中的统计

学基础
刘爱军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刘爱

军,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660 32 语义学 杨京鹏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杨京

鹏,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757 64
汉语（巴基斯坦）（第

二学期）
宋擎擎

星期二(7-8 节);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宋擎擎,地点:外训楼 202]

人文 3311100757 64
汉语（留学生）（第

二学期）
孙雁雁

星期二(5-8 节)[1-16 周,教师:孙雁

雁,地点:外训楼 201]

人文 3311100892 32 知识产权法 刘淼
星期五(5-6 节)[1-16 周,教师:刘淼,

地点:主-317]

人文 3311100900 32
英语文学作品的电

影改编
徐静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徐静,

地点:1-229]

人文 3311100904 32 民法学分论 潘修平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潘修

平,地点:主-324]

人文 3311100915 32 电子商务法 崔聪聪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崔聪

聪,地点:主-317]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0 班
郝劲梅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1 班
李静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2 班
李静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3 班
郝劲梅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4 班
李静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5 班
郝劲梅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6 班
李静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7 班
郝劲梅

星期四(3-4 节)[1-15 单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402]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8 班
郝劲梅

星期四(3-4 节)[2-16 双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402]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1 班
郝劲梅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2 班
郝劲梅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3 班
李静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4 班
李静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5 班
郝劲梅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6 班
李静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7 班
郝劲梅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8 班
李静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李

静,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4 16
研究生英语职场交

流 9 班
郝劲梅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郝劲

梅,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0 班
闵晓萌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1 班
刘琳琪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2 班
闵晓萌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3 班
刘琳琪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4 班
闵晓萌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5 班
刘琳琪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6 班
刘琳琪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1班
闵晓萌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2班
闵晓萌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3班
刘琳琪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4班
闵晓萌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5班
刘琳琪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6班
闵晓萌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4]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7班
刘琳琪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8班
刘琳琪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刘琳

琪,地点:1-329]

人文 3311100935 16
研究生英语国际会

议交流 9班
闵晓萌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闵晓

萌,地点:1-236]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0 班
Tim Gerber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1 班
王琳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3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2 班
Tim Gerber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3 班
Tim Gerber

星期五(5-6 节)[2-16 双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4 班
Tim Gerber

星期五(7-8 节)[2-16 双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1 班
Tim Gerber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2 班
Tim Gerber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3 班
Tim Gerber

星期五(5-6 节)[1-15 单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4 班
Tim Gerber

星期五(7-8 节)[1-15 单周,教师:Tim

Gerber,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5 班
王琳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6 班
王琳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7 班
王琳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8 班
王琳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0936 16
研究生英语公共演

讲 9 班
王琳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王

琳,地点:1-3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0 班
李炜炜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1 班
朱筱雯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2 班
李炜炜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3 班
朱筱雯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4 班
李炜炜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5 班
朱筱雯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6 班

Margaret

Lynn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

师:Margaret Lynn,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7 班
朱筱雯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8 班

Margaret

Lynn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

师:Margaret Lynn,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9 班
李炜炜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1班
朱筱雯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20 班
李炜炜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2班
李炜炜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3班
朱筱雯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4班
李炜炜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5班
朱筱雯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6班

Margaret

Lynn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

师:Margaret Lynn,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7班
朱筱雯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朱筱

雯,地点:1-202]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8班

Margaret

Lynn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

师:Margaret Lynn,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37 16
研究生英语跨文化

交流 9班
李炜炜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李炜

炜,地点:1-401]

人文 3311100966 16
公司并购专题研究

（前半学期）
刘淼

星期四(5-6 节)[1-8 周,教师:刘淼,地

点:3-207]

人文 3311101005 16
数字媒体综合技能

实验（前半学期）
范姣莲

星期四(7-8 节)[1-8 周,教师:范姣莲,

地点:1-301]

人文 3311101044 32
语言学习与教育技

术
郑春萍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郑春

萍,地点:1-229]

人文 3311101095 32
国际商事仲裁与在

线争议解决（更名）
丁颖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丁颖,

地点:主-317]

人文 3311101122 32
网络与信息安全法

（更名）
崔聪聪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崔聪

聪,地点:3-105]

人文 3311101144 32 英美诗歌 杨纪平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杨纪

平,地点:1-229]

人文 3311101180 32 法学论文写作 黄东海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黄东

海,地点:经-228]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0 班
史金金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1 班
崔晓玲

星期一(3-4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2 班
崔晓玲

星期一(3-4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3 班
崔晓玲

星期二(3-4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4 班
崔晓玲

星期二(3-4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1 班
史金金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329]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2 班
史金金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3 班
史金金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4 班
崔晓玲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5 班
史金金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329]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6 班
崔晓玲

星期一(7-8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7 班
崔晓玲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8 班
崔晓玲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8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听

说 9 班
史金金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史金

金,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0 班
王琳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1 班
刘志刚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2 班
刘志刚

星期四(5-6 节)[1-15 单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3 班
刘志刚

星期四(7-8 节)[1-15 单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4 班
刘志刚

星期一(5-6 节)[2-16 双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5 班
刘志刚

星期二(5-6 节)[2-16 双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6 班
刘志刚

星期二(7-8 节)[2-16 双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7 班
刘志刚

星期四(5-6 节)[2-16 双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8 班
刘志刚

星期四(7-8 节)[2-16 双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1 班
刘志刚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2 班
崔晓玲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3 班
王琳

星期一(5-6 节)[1-15 单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4 班
崔晓玲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5 班
王琳

星期一(7-8 节)[1-15 单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6 班
崔晓玲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7 班
王琳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王

琳,地点:1-201]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8 班
刘志刚

星期二(5-6 节)[1-15 单周,教师:刘志

刚,地点:1-402]

人文 3311101195 16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

作 9 班
崔晓玲

星期二(7-8 节)[1-15 单周,教师:崔晓

玲,地点:1-302]

人文 3321100722 48
中国概况(三节连

上)（巴基斯坦）
张钫炜

星期一(5-7 节)[1-16 周,教师:张钫

炜,地点:3-20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班（后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四(1-2 节)[9-16 周,教师:杨艳

萍,地点:3-134]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1

班（前半学期）
贾雪丽

星期五(7-8 节)[1-8 周,教师:贾雪丽,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2

班（后半学期）
贾雪丽

星期五(7-8 节)[9-16 周,教师:贾雪

丽,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3

班（前半学期）
郭先红

星期五(5-6 节)[1-8 周,教师:郭先红,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4

班（后半学期）
郭先红

星期五(3-4 节)[9-16 周,教师:郭先

红,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5

班（前半学期）
李全喜

星期二(1-2 节)[1-8 周,教师:李全喜,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班（后半学期）
李全喜

星期二(1-2 节)[9-16 周,教师:李全

喜,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班（前半学期）
李全喜

星期二(3-4 节)[1-8 周,教师:李全喜,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班（后半学期）
李全喜

星期二(3-4 节)[9-16 周,教师:李全

喜,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9

班（前半学期）
贾雪丽

星期四(3-4 节)[1-8 周,教师:贾雪丽,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班

（前半学期）
赵玲

星期一(1-2 节)[1-8 周,教师:赵玲,地

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20

班（后半学期）
贾雪丽

星期四(3-4 节)[9-16 周,教师:贾雪

丽,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21

班（前半学期）
郭先红

星期五(1-2 节)[1-8 周,教师:郭先红,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22

班（后半学期）
郭先红

星期五(1-2 节)[9-16 周,教师:郭先

红,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23

班（前半学期）
郭先红

星期五(3-4 节)[1-8 周,教师:郭先红,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2 班

（后半学期）
赵玲

星期一(1-2 节)[9-16 周,教师:赵玲,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3 班

（前半学期）
赵玲

星期一(3-4 节)[1-8 周,教师:赵玲,地

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4 班

（后半学期）
赵玲

星期一(3-4 节)[9-16 周,教师:赵玲,

地点:3-117]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5 班

（前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三(1-2 节)[1-8 周,教师:杨艳萍,

地点:3-134]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6 班

（后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三(1-2 节)[9-16 周,教师:杨艳

萍,地点:3-134]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7 班

（前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三(3-4 节)[1-8 周,教师:杨艳萍,

地点:3-134]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8 班

（后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三(3-4 节)[9-16 周,教师:杨艳

萍,地点:3-134]

马研 3311100704 16
自然辩证法概论 9 班

（前半学期）
杨艳萍

星期四(1-2 节)[1-8 周,教师:杨艳萍,

地点:3-134]

马研 3321100116 32 发展哲学专题研究 赵玲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赵玲,

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0327 32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
齐英艳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齐英

艳,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0328 3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著选读
马新颖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马新

颖,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0

班

方明东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方明

东,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1

班

高纪春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高纪

春,地点:3-130]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2

班

高纪春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高纪

春,地点:3-130]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3

班

彭世畦
星期一(1-2 节)[1-16 周,教师:彭世

畦,地点:3-134]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4

班

彭世畦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彭世

畦,地点:3-134]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5

班

马新颖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马新

颖,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6

班

马新颖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马新

颖,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7

班

马新颖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马新

颖,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8

班

马新颖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马新

颖,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9

班

曲伟杰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曲伟

杰,地点:3-117]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1 班
齐英艳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齐英

艳,地点:3-117]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0

班

裴晓军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裴晓

军,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1

班

裴晓军
星期一(7-8 节)[1-16 周,教师:裴晓

军,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2

班

裴晓军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裴晓

军,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3

班

裴晓军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裴晓

军,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班
齐英艳

星期四(7-8 节)[1-16 周,教师:齐英

艳,地点:3-117]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3 班
周晔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周晔,

地点:3-134]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4 班
周晔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周晔,

地点:3-134]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5 班
陈伟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陈伟,

地点:3-235]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6 班
陈伟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陈伟,

地点:3-117]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7 班
许叶萍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许叶

萍,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8 班
许叶萍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许叶

萍,地点:3-233]



马研 3321100762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9 班
方明东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方明

东,地点:3-132]

马研 3321100764 1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前半学

期)

李全喜
星期一(9-10 节)[1-8 周,教师:李全

喜,地点:主-206]

马研 3321100850 3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文化
高纪春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高纪

春,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0955 32
当代中国道德问题

研究
任建东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任建

东,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0985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李钢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李钢,

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1001 32 社会主义思想史 刘成群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刘成

群,地点:主-324]

马研 3321101018 3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杨瑞萍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杨瑞

萍,地点:明 408]

马研 3321101049 32
自然辩证法专题研

究
杨艳萍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杨艳

萍,地点:明 610 北]

马研 3321101168 16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

范（MOOC）
任建东

马研 3321101168 16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

范（MOOC）（英文-

留学生）

孟静静
星期四(9-10 节)[1-8 周,教师:孟静

静,地点:3-111]

理 3121100927 32
薄膜器件原理与技

术
唐为华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唐为

华,地点:主-317]

理 3121100928 48
随机排队网络（三节

连上）
郭永江

星期二(9-11 节)[1-16 周,教师:郭永

江,地点:主-206]

理 3141100992 32 群体智能引论 赵新超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赵新

超,地点:3-237]

理 3411100062 48
半定规划及其应用

（三节连上）
艾文宝

星期一(5-7 节)[1-16 周,教师:艾文

宝,地点:主-1504]

理 3411100125 48
非线性物理学（三节

连上）
杨俊忠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杨俊

忠,地点:4-210]

理 3411100166 48
固体物理学（三节连

上）

雷鸣、王永钢

(主讲)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雷鸣、

王永钢(主讲),地点:3-105]

理 3411100261 48
微分方程数值解（三

节连上）
袁健华

星期四(2-4 节)[1-16 周,教师:袁健

华,地点:3-111]

理 3411100315 48
量子光学基础（三节

连上）
张勇

星期一(9-11 节)[1-16 周,教师:张勇,

地点:3-111]

理 3411100317 32 量子通信基础 马海强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马海

强,地点:主-324]

理 3411100318 48
量子统计（三节连

上）
杨树

星期二(9-11 节)[1-16 周,教师:杨树,

地点:3-105]

理 3411100345 32 纳米材料学导论 张茹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张茹,

地点:3-130]



理 3411100434 48
数值分析（三节连

上）
江雪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江雪,

地点:主-206]

理 3411100496 48
网络优化与离散算

法（三节连上）
卓新建

星期三(2-4 节)[1-16 周,教师:卓新

建,地点:3-207]

理 3411100527 32 物理电子学实验 杨胡江
星期四(5-8 节)[3-10 周,教师:杨胡

江,地点:主-209]

理 3411100640 48
应用偏微分方程（三

节连上）
郭玉翠

星期三(1-3 节)[1-16 周,教师:郭玉

翠,地点:主-1504]

理 3411100711 48
组合数学及其应用

（三节连上）
刘吉佑

星期三(1-3 节)[1-16 周,教师:刘吉

佑,地点:主-212]

理 3411100712 48
组合最优化（三节连

上）
帅天平

星期四(2-4 节)[1-16 周,教师:帅天

平,地点:主-1504]

理 3411100819 32
混沌理论及其在密

码学中应用
王世红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王世

红,地点:主-317]

理 3411100821 32 量子信息导论 王川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王川,

地点:2-306]

理 3411100946 48
薄膜物理与薄膜器

件（三节连上）
吴真平

星期二(5-7 节)[1-16 周,教师:吴真

平,地点:主-206]

理 3411100960 32 复解析动力系统
钟裕民、李叶

舟(主讲)

星期一(9-10 节)[1-16 周,教师:钟裕

民、李叶舟(主讲),地点:主-224]

理 3411100970 32 计算神经科学 孙晓娟
星期二(9-10 节)[1-16 周,教师:孙晓

娟,地点:3-134]

理 3411100974 32 金融随机分析 周清
星期二(1-2 节)[1-16 周,教师:周清,

地点:2-306]

理 3411100983 32 量子密码基础 郭奋卓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郭奋

卓,地点:3-132]

理 3411101007 32 随机微分方程 周清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周清,

地点:主-306]

理 3411101013 32 统计因果推断 王学丽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王学

丽,地点:主-324]

理 3411101015 32 网络编码 卓新建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卓新

建,地点:3-111]

理 3411101025 32
物理科学前沿（专题

讲座）
于丽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于丽,

地点:3-111]

理 3411101051 32 变分法原理与技术 田玉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田玉,

地点:3-134]

理 3411101115 48
随机过程论（三节连

上）
郭永江

星期一(9-11 节)[1-16 周,教师:郭永

江,地点:3-130]

理 3411101149 48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三节连上）
帅天平

星期三(1-3 节)[1-16 周,教师:帅天

平,地点:3-117]

网教 3611100264 32 教学设计 王楠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王楠,

地点:主-324]

网教 3611100269 48
教育学原理（三节连

上）
黄月

星期二(1-3 节)[1-16 周,教师:黄月,

地点:主-306]



网教 3611100827 32 虚拟实验技术 文福安
星期三(1-2 节)[1-16 周,教师:文福

安,地点:主-324]

网教 3611100828 32
教育信息系统与云

计算
李建伟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李建

伟,地点:主-317]

网教 3611100830 32
移动学习理论与技

术
李青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李青,

地点:3-233]

网教 3611100951 32 创客教育实践

张文辉、赵国

安、王楠(主

讲)

星期四(1-2 节)[1-16 周,教师:张文

辉、赵国安、王楠(主讲),地点:2-306]

网教 3611100973 32 教育统计与应用 刘勇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刘勇,

地点:9-101]

网研

院
3131100792 32

可证明安全密码算

法与协议
张华

星期一(5-6 节)[1-16 周,教师:张华,

地点:3-235]

网研

院
3131100794 32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 时忆杰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时忆

杰,地点:3-233]

网研

院
3151100976 32

具体数学：计算机科

学基础
吴步丹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吴步

丹,地点:2-306]

网研

院
3151100995 32

软件定义网络及应

用

戚琦、王敬宇

(主讲)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戚琦、

王敬宇(主讲),地点:3-235]

网研

院
3711100322 32

论文写作基础和技

巧

王敬宇、戚

琦、孙海峰、

王晶(主讲)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王敬

宇、戚琦、孙海峰、王晶(主讲),地

点:3-235]

网研

院
3711100387 32

软件质量控制与项

目管理

胡博、张雷

(主讲)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胡博、

张雷(主讲),地点:3-237]

网研

院
3711100484 32 网络管理原理

芮兰兰、丰

雷、陈兴渝

(主讲)

星期四(5-6 节)[1-16 周,教师:芮兰

兰、丰雷、陈兴渝(主讲),地点:3-237]

网研

院
3711100493 32

网络协议分析与实

现

徐鹏、李静林

(主讲)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徐鹏、

李静林(主讲),地点:3-235]

网研

院
3711100616 32 信息与网络安全 龚向阳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龚向

阳,地点:3-237]

网研

院
3711100651 48

有限域及其应用（三

节连上）
金正平

星期五(5-7 节)[1-16 周,教师:金正

平,地点:4-210]

网研

院
3711100749 32

IT 服务管理方法与

技术

邱雪松、邵苏

杰、郭少勇

(主讲)

星期三(3-4 节)[1-16 周,教师:邱雪

松、邵苏杰、郭少勇(主讲),地

点:9-101]

网研

院
3711101083 32

服务计算原理与技

术
吴步丹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吴步

丹,地点:2-306]

光研

院
3111101063 32

软件定义网络

（MOOC）

赵永利、郁小

松、李新(主

讲)

星期二(1-2 节)[2-16 双周,教师:赵永

利、郁小松、李新(主讲),地点:3-111]

光研

院
3121100720 32

现代半导体光电子

学
王琦

星期一(3-4 节)[1-16 周,教师:王琦,

地点:2-306]



光研

院
3721100003 32 非线性光纤光学

叶寒、俞重远

(主讲)

星期二(5-6 节)[1-16 周,教师:叶寒、

俞重远(主讲),地点:主-212]

光研

院
3721100058 48

半导体材料物理学

（三节连上）

刘玉敏、叶寒

(主讲)

星期一(5-7 节)[1-16 周,教师:刘玉

敏、叶寒(主讲),地点:4-210]

光研

院
3721100061 48

半导体量子器件物

理（三节连上）
刘玉敏

星期四(5-7 节)[1-16 周,教师:刘玉

敏,地点:主-1504]

光研

院
3721100168 48

光波导技术基本理

论（三节连上）

李岩、张民

(主讲)

星期二(5-7 节)[1-16 周,教师:李岩、

张民(主讲),地点:9-101]

光研

院
3721100174 48

光电统计理论与技

术（三节连上）
余重秀

星期五(5-7 节)[1-16 周,教师:余重

秀,地点:2-303]

光研

院
3721100179 32 光交换技术 余重秀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余重

秀,地点:2-306]

光研

院
3721100184 32 光纤传感技术

颜玢玢、桑新

柱(主讲)

星期四(3-4 节)[1-16 周,教师:颜玢

玢、桑新柱(主讲),地点:3-134]

光研

院
3721100187 32 光纤通信测量 黄永清

星期一(5-8 节)[1-16 周,教师:黄永

清,地点:3-237]

光研

院
3721100189 32 光纤通信新技术 戴键

星期二(3-4 节)[1-16 周,教师:戴键,

地点:主-324]

光研

院
3721100289 32 矩阵光学 席丽霞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席丽

霞,地点:2-303]

光研

院
3721100461 32

通信光信息处理器

件
桑新柱

星期五(3-4 节)[1-16 周,教师:桑新

柱,地点:9-101]

光研

院
3721100572 32

现代通信技术中的

光电子学
尹珊

星期一(9-10 节)[1-16 周,教师:尹珊,

地点:主-306]

光研

院
3721100930 32

光通信系统中的半

导体光电子器件仿

真

刘凯、黄永清

(主讲)

星期二(7-8 节)[1-16 周,教师:刘凯、

黄永清(主讲),地点:3-207]

光研

院
3721100981 48

量子电子学（三节连

上）
伍剑

星期一(5-7 节)[1-16 周,教师:伍剑,

地点:2-303]

光研

院
3721100990 32 偏振光学 张晓光

星期五(1-2 节)[1-16 周,教师:张晓

光,地点:2-303]

光研

院
3721101157 32 软件定义光网络

赵永利、郁小

松(主讲)

星期四(9-10 节)[1-16 周,教师:赵永

利、郁小松(主讲),地点:2-306]

体育

部
3811100688 32 体育舞蹈(交谊舞) 陈东方

星期三(9-10 节)[1-16 周,教师:陈东

方,地点:田径场看台北体操房]

体育

部
3811100688 32 网球 王洋

星期六(5-6 节)[1-16 周,教师:王洋,

地点:校网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