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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学分 开课院系 排课信息

BHSC1005.01 人类行为科学I：基本心理学理论及方
法

杨丽凤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5-8 [5-12]

BHSC1009.01 理性的沦陷：错误决定和愚蠢选择背
后的心理学

周昊天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5-8 [1-8]

ECON1001.01 经济学导论 司唯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7 [1-16]  教学中心102
ECON1001.02 经济学导论 申培垚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7 [1-16]  教学中心101
ECON1001.03 经济学导论 徐剑锋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7 [1-16]  创管学院107
ECON1001.04 经济学导论 陈劼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7 [1-16]  物质学院 1-501
ECON1006.01 中级微观经济学 Soojin Kim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5-8 [1-8]  创管学院202
ECON1008.01 计量分析方法与建模 司唯,何晨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7-8 [1-16]  创管学院106
ENTR1001.02 创业导论——机会:识别、评估和扩张

（机会识别和优化模块）
郑雯 1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5-8]

ENTR1002.01 创业导论——机会:识别、评估和扩张
（机会评估-财务评估模块）

贾建军 1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11-14]  创管学院107

ENTR1006.01 商业决策和技术创新 郑雯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5-8 [10-17]  创管学院107
FINA1002.01 投资和金融市场 张亚佩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1-4 10  创管学院106

星期六 1-4 [1-4] [6-8]  创管学院106
FINA1003.01 金融学原理 何晨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7 [1-16]  创管学院215

FINA1004.02 商业统计原理 杨乔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11-13 [1-11]  创管学院106
FINA1006.04 金融衍生品 郭明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7-8 [1-16]  创管学院106
FINA1007.04 公司金融 王龙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5-8 [9-16]  创管学院202
FINA1010.01 国际金融 陶涵毅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9-16]  创管学院106
FINA1014.01 公司金融与财会原理 贾建军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12-13 [1-16]  创管学院202
MGMT1000.04 商业分析基础 郑雯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5-8 [5-16]  创管学院107
MGMT1002.04 创业营销 范筱萌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10-13 [9-16]  创管学院202
MGMT1100.02 管理科学 陈琛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5-8 [9-16]  创管学院202
QMS1101.01 质量101 戴珒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11-14]  创管学院215
QMS1105.01 实验室管理与实验设计 戚炜,赵简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11-16]  创管学院202
SEMI1019.01 创造力：理论与应用 杨宇,周昊天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五 5-8 [9-16]  创管学院202
ARTS1104.01 高级编剧 Peter Robinson 3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日 1-4 [2-4] [6-15]
ARTS1105.01 叙事与表达 朱轶隽 3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三 6-9 [1-12]  创艺学院E403
ARTS1208.01 色彩理论与应用 王颉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五 5-7 [1-11]  创艺学院E302
ARTS1405.01 现代艺术导论 王颉,王受之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四 5-8 [6-13]
ARTS1408.01 数码产品设计 杨华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三 5-8 [6-13]  创艺学院E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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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A1003.01 世界文明通论 韩潮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11-12 [1-16]
GEHA1004.01 科技文明通论 刘夙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0-11 [1-16]  学校报告厅
GEHA1039.01 综合英语II Itumeleng

Raseroka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创管学院202

星期四 3-4 [5-18]  创管学院202
GEHA1039.02 综合英语II Kai Roja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创管学院205

星期四 3-4 [5-18]  创管学院205
GEHA1039.03 综合英语II Keenan Sas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6 [5-18]  创管学院219

星期三 7-8 [5-18]  创管学院219
GEHA1039.04 综合英语II Ian

Lonergan,Itumel
eng Raseroka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创管学院205
星期四 5-6 [5-18]  创管学院205

GEHA1039.05 综合英语II Lee Curry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创管学院209
星期四 5-6 [5-18]  创管学院209

GEHA1042.01 综合英语III-英美文学 Damon Hansen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创管学院219
星期四 3-4 [5-18]  创管学院219

GEHA1042.02 综合英语III-英美文学 Damon Hansen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创管学院219
星期四 5-6 [5-18]  创管学院219

GEHA1047.01 《资治通鉴》导读 李磊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5-8 [9-16]
GEHA1050.01 中华文明通论 刘勋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5-7 [1-16]  生命学院A101
GEHA1050.02 中华文明通论 刘勋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三 7-9 [1-16]  生命学院A103
GEHA1050.03 中华文明通论 刘勋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5-7 [1-16]  生命学院A101
GEHA1054.01 《论语》精读 刘勋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0-11 [1-16]  物质学院 1-301
GEHA1063.01 中国传统韬略思想 李磊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10-13 [9-16]
GEHA1074.01 《周易》与文化 邓辉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5-6 [1-16]  物质学院 1-301
GEHA1076.01 《庄子》的世界 聂保平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8-9 [1-16]  物质学院 1-105
GEHA1077.01 综合英语III-公共演讲与跨文化交流 Keenan Sas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信息学院1A-108

星期四 3-4 [5-18]  信息学院1A-108
GEHA1077.02 综合英语III-公共演讲与跨文化交流 Keenan Sas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物质学院 1-111

星期四 5-6 [5-18]  物质学院 1-111
GEHA1078.01 综合英语III-科幻小说与音乐文化 Kai Roja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6 [5-18]  创管学院205

星期三 7-8 [5-18]  创管学院205
GEHA1078.02 综合英语III-科幻小说与音乐文化 Kai Rojas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创管学院218

星期四 5-6 [5-18]  创管学院218
GEHA1078.03 综合英语III-科幻小说与音乐文化 Lee Curry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创管学院209

星期四 3-4 [5-18]  创管学院209
GEHA1078.04 综合英语III-科幻小说与音乐文化 Lee Curry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6 [5-18]  创管学院209

星期三 7-8 [5-18]  创管学院209
GEHA1079.01 综合英语IV-高阶英语写作 Itumeleng

Raseroka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6 [5-18]  信息学院1A-104

星期四 5-6 [5-18]  信息学院1A-104
GEHA1080.01 综合英语IV-学术英语听力与写作 Charlie Su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3-4 [5-18]  信息学院1A-104

星期四 3-4 [5-18]  信息学院1A-104
GEHA1080.02 综合英语IV-学术英语听力与写作 Charlie Su 4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7-8 [5-18]  物质学院 1-109

星期四 5-6 [5-18]  物质学院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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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A1081.01 小说阅读 张蕴贤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8-9 [1-16]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82.01 基础德语II 吴勇立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7-8 [1-16]
GEHA1085.01 论说文写作 张蕴贤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三 7-8 [1-16]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85.02 论说文写作 张蕴贤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8-9 [1-16]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86.01 哲学导论 聂保平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8-9 [1-16]  物质学院 1-105
GESS1014.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焦成焕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5-7 [1-16]
GESS1014.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焦成焕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8-10 [1-16]
GESS101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胡志辉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1-12 [2-3] [5-6] [8-10]双 [11-12] 15
GESS1023.0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理论课）
陈祥勤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6-8 [1-16]

GESS1023.02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理论课）

陈祥勤 3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10-12 [1-16]

BIO1002.01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B 刘洪军,杨扬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3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3

BIO1002.02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B 刘洪军,杨扬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3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3

BIO1002.03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B 刘洪军,杨扬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3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3

BIO1004.01 生物化学II 庄敏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6
星期五 1-2 [2-16]双  生命学院A106

BIO1004.03 生物化学II 范高峰,林照博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8
星期五 1-2 [2-16]双  生命学院A108

BIO1005.01 细胞生物学 岑慧枝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8] [10-16]  生命学院A108
星期四 3-4 [1-7]单 [8-16]双  生命学院A108

BIO1005.02 细胞生物学 王华翌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生命学院A111
星期四 3-4 [1-15]单  生命学院A111

BIO1005.03 细胞生物学 Christopher Lee
Antos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生命学院A113
星期四 3-4 [1-15]单  生命学院A113

BIO1008.01 现代生物学基础实验理论 杨静等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生命学院A103
BIO1010.01 科学伦理及规范 岑慧枝,罗振革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0-12 [5-16]  生命学院A101
BIO1011.01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C 张辉,管吉松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9
BIO1011.02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C 张辉,管吉松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10
BIO1011.03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C 张辉,管吉松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12
BIO1011.04 现代生命科学导论C 张辉,管吉松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13
BIO1014.01 普通化学IIB 陆珺霞,廖军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2-4 [1-16]
BIO1022.01 生物化学II实验 康宇佳 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8 [11-16] 18  生命学院A409

星期日 5-8 17  生命学院A409
BIO1023.01 细胞生物学实验 陈雪松 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8 [11-18]  生命学院A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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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1026.01 中级生物学实验 杨静等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1-4 [12-18]  生命学院A409
星期三 5-8 [11-18]  生命学院A409
星期四 1-4 [11-18] 生命学院A409

BIO1041.08 表观遗传学 池天,李夏军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7-8 [6-15]  生命学院A110
星期四 7-8 [6-16]双  生命学院A110

BIO1102.01 神经科学导论 胡霁,杨扬 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1-16]  生命学院A107
BIO1208.01 科技英语写作 何淑君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1-16]  生命学院A110
BIO2027.01 发育神经生物学 齐瀛川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生命学院A107

星期四 5-6 [2-16]双  生命学院A107
BIO2029.01 发现之旅-细胞生物学实践与创新 赵简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1-16]  生命学院A111
BME1002.01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李磊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生命学院A112

星期四 8-9 [1-15]单  生命学院A112
BME1002.02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Yuu Kimata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生命学院A111

星期四 8-9 [1-15]单  生命学院A111
BME1022.01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实验 杨静,陈雪松 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2-12]  生命学院A407
BME1042.05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黄鹏羽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1-16]  生命学院A106
BME1043.08 现代医学导论 池天,刘雪松,岑

慧枝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7-8 [1-16]  生命学院A106

星期四 7-8 [1-15]单  生命学院A106
BME1045.08 免疫学 王皞鹏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13 [1-15]单  生命学院A103

星期一 5-6 [1-16]  生命学院A103
BME1047.01 生理学 何水金 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1-3]单 [4-16]  生命学院A106

星期二 10-13 [8-12] [14-15]  生命学院A407
BME1062.08 生命组学 水雯箐,徐书华,

杨力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生命学院A111

星期五 3-4 [1-15]单  生命学院A111
BME1204.03 药物科学 程能能,张雪梅,

辛宏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2-4 [1-16]  生命学院A109

BME1205.01 计算生物学 赵素文 4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生命学院A109
星期四 8-9 [1-16]  生命学院A109

BME1206.01 药物研发原理与实例 戚炜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8 [5-17]  生命学院A108
BME2002.01 生物信息学 张力烨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1-16]  生命学院A108
SL1004.01 生活中的生命科学 仓勇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8-9 [1-16]  生命学院A106
GE1001.01 现代木工设计及实践 缪晓东 2 书院 星期一 5-8 [11-16]  学生科创中心104
GE1001.02 现代木工设计及实践 缪晓东 2 书院 星期二 5-8 [11-16]  学生科创中心104
GE1002.01 智造学术X 丁峻峰 2 书院 星期二 5-8 [11-16]  学生科创中心105
GEHA1068.01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 邱俊 2 书院 星期二 10-11 [5-16]  生命学院A103
GEPE1008.01 击剑与防卫 II 费正伟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08.02 击剑与防卫 II 赵传杰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10.01 健美操II 刘浩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10.02 健美操II 刘浩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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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PE1012.01 篮球 II 李菁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12.02 篮球 II 李菁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12.03 篮球 II 谭晓缨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12.04 篮球 II 谭晓缨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10-11 17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E1016.01 乒乓球 II 完好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16.02 乒乓球 II 完好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16.03 乒乓球 II 柳瑞芝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16.04 乒乓球 II 柳瑞芝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E1018.01 拳击与塑形 II 张震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18.02 拳击与塑形 II 张震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20.01 跆拳道 II 杨鹏飞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20.02 跆拳道 II 杨鹏飞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24.01 网球II 罗晓洁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24.02 网球II 罗晓洁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24.03 网球II 钟建荣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24.04 网球II 钟建荣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10-11 17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E1026.01 游泳 II 黄卫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26.02 游泳 II 黄卫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26.03 游泳 II 潘黎君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课程总表



6

GEPE1026.04 游泳 II 潘黎君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10-11 17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E1029.01 羽毛球 II 卢志泉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29.02 羽毛球 II 卢志泉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29.03 羽毛球 II 陈周业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29.04 羽毛球 II 陈周业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10-11 17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E1031.01 足球 II 郑鹭宾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31.02 足球 II 郑鹭宾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33.01 武术 II 李建文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33.02 武术 II 李建文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35.01 保健课 II 戴有祥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37.01 田径基础II 李玉章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37.02 田径基础II 李玉章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39.01 保健课 Ⅳ 戴有祥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41.01 体能与健身II 王然 1 书院 星期三 5-6 [11-18]
星期日 1-2 [12-16] 18

GEPE1041.02 体能与健身II 王然 1 书院 星期三 7-8 [11-18]
星期日 3-4 [12-16] 18

GEPE1043.01 基础瑜伽II 张宇皎 1 书院 星期五 8-9 [11-16] 18
星期日 8-9 17
星期日 5-6 [12-16] 18

GEPE1043.02 基础瑜伽II 张宇皎 1 书院 星期五 10-11 [11-16] 18
星期日 10-11 17
星期日 7-8 [12-16] 18

GEPS1004.01 积极心理学 蔡雅琦 2 书院 星期四 11-12 [1-16]  创管学院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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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A1003.01 高等数学II 赵俐俐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7-8 [2-16]双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GEMA1003.02 高等数学II 李铮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5-6 [2-16]双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GEMA1003.03 高等数学II 李铮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5-6 [2-16]双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GEMA1010.01 数学分析II 孙伟 5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2-4 [1-16]  教学中心101
星期二 10-11 [1-16]  教学中心101
星期四 2-4 [1-16] 教学中心101

GEMA1010.02 数学分析II 姚成建 5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2-4 [1-16]  教学中心102
星期四 2-4 [1-16]  教学中心102
星期四 11-12 [1-16] 教学中心102

GEMA1010.03 数学分析II 张子宇 5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2-4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二 10-13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四 2-4 [1-16] 物质学院 1-505

GEMA1010.04 数学分析II 陈克应 5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1-3 [1-16]
星期二 5-6 [1-16]
星期四 1-3 [1-16]
星期四 11-12 [1-16]

MATH1112.01 线性代数I 董俊斌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一 1-2 [1-16]  创管学院215
星期三 1-2 [1-16]  创管学院215

MATH1122.01 线性代数II 李龙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一 1-2 [1-16]  创艺学院E408
星期三 1-2 [1-16]  创艺学院E408

MATH1212.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I 王强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一 3-4 [1-16]  物质学院 1-501
星期四 3-4 [1-16]  物质学院 1-501

MATH1212.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I 王浩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3-4 [1-16]  物质学院 1-401
星期四 3-4 [1-16]  物质学院 1-401

MATH1311.01 数学建模 肖柳青 3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四 7-9 [1-16]
MATH1426.01 数值分析 胡京辰 3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三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401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401
MATH2111.01 拓扑数据分析导论 涂君武 4 数学科学研究所 星期二 5-6 [1-16]  创艺学院S507

星期四 5-6 [1-16]  创艺学院S507

CHEM1100.01 普通化学I实验 张琼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7-9 [4-18]  物质学院 2-303
CHEM1100.02 普通化学I实验 曹金丽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4-18]  物质学院 2-303
CHEM1100.03 普通化学I实验 寇蕾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2-4 [4-16] 18  物质学院 2-304

星期日 2-4 17  物质学院 2-304
CHEM1100.04 普通化学I实验 张琼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2-4 [4-16] 18  物质学院 2-303

星期日 2-4 17  物质学院 2-303
CHEM1100.05 普通化学I实验 曹金丽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4-16] 18  物质学院 2-304

星期日 5-7 17  物质学院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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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1100.06 普通化学I实验 张琼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4-16] 18  物质学院 2-303
星期日 5-7 17  物质学院 2-303

CHEM1103.01 普通化学I 叶柏华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四 4-4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四 3-3 [1-16] 生命学院A101

CHEM1103.02 普通化学I 任毅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物质学院 1-301
星期四 4-4 [1-16]  物质学院 1-301
星期四 3-3 [1-16] 物质学院 1-301

CHEM1103.03 普通化学I 谢琎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创管学院215
星期四 4-4 [1-16]  创管学院215
星期四 3-3 [1-16] 创管学院215

CHEM1110.01 普通化学II实验 张云艳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4-18]  物质学院 2-301
CHEM1110.02 普通化学II实验 张云艳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4-18]  物质学院 2-301
CHEM1110.03 普通化学II实验 张云艳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4-18]  物质学院 2-301
CHEM1111.01 普通化学II 李涛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教学中心102

星期三 1-2 [2-16]双  教学中心102
星期四 10-10 [1-16] 教学中心102

CHEM1190.01 分析化学实验 王江干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8 [5-18]  物质学院 2-304
CHEM1191.01 分析化学 洪洁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1-16]  物质学院 1-105
CHEM1330.01 有机化学II实验 寇蕾,刘华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4-14] [16-18]双  物质学院 2-307

星期二 5-8 [15-17]单  物质学院 2-307
CHEM1331.01 有机化学II 左智伟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物质学院 1-105

星期四 1-2 [2-16]双  物质学院 1-105
CHEM1341.01 简明生物化学 李健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1-16]  物质学院 1-301
CHEM1350.01 物理化学I实验 王江干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8 [6-16] 18  物质学院 2-314

星期日 5-8 17  物质学院 2-314
CHEM1351.01 物理化学I 杨波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物质学院 1-105

星期三 1-2 [1-15]单  物质学院 1-105
CHEM1372.01 结构化学 Yongjin Lee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CHEM1381.01 化工原理 齐鸣斋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1-16]  物质学院 1-105
CHEM1523.01 绿色化学 李智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1-2 [1-16]  物质学院 1-109
CHEM1530.01 电化学 马贵军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1-16]  物质学院 1-105
CHEM1584.01 胶体与表面化学 Franklin

Jongmyung Kim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1-16]

CHEM1701.01 化学生物学 季泉江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3-4 [1-16]  物质学院 1-111
CHEM2115.01 实验电化学 黄逸凡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物质学院 1-303
CHEM2231.01 光谱学 米启兮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物质学院 1-503
CHEM2271.01 计算化学 李圣刚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5-15]  物质学院 1-205
MSE1323.01 材料科学基础II：相图和相变 管晓飞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109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109
MSE1507.01 材料综合实验 齐彦鹏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8 [1-16]  物质学院 1-303
MSE1513.01 材料科学实验（上） 席红霞,唐永军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7-18]  物质学院 2-207

星期二 5-7 [7-18]  物质学院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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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1513.02 材料科学实验（上） 席红霞,唐永军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7-18]  物质学院 2-214
星期二 5-7 [7-18]  物质学院 2-207

MSE1514.01 材料固体物理 李军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2-4 [1-16]  物质学院 1-111
MSE1515.01 材料科学实验（下） 李涛等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7-18]  物质学院 2-216

星期四 5-7 [17-18]  物质学院 2-207
MSE1515.02 材料科学实验（下） 李涛等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7-18]  物质学院 2-216

星期四 5-7 [17-18]  物质学院 2-207
MSE1583.01 材料物理性能 于奕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物质学院 1-503

星期三 1-2 [2-16]双  物质学院 1-503
MSE1585.01 材料制备与加工 杨楠,叶春洪 4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创管学院202

星期三 1-2 [1-16]  创管学院202
MSE1711.01 储能材料与技术 刘巍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7-8 [1-16]  物质学院 1-401
MSE2119.01 生物医学微纳器件 刘一凡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1-16]  物质学院 1-205
MSE2502.01 荧光光谱与显微成像 沈晓钦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1-3 [1-16]  教学中心102
PHYS1107.01 物理原理II：光学、电磁学 刘晓平,颜世超,

李王尧
4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0-10 [3-16]  物质学院 1-201

星期三 3-4 [1-16]  物质学院 1-201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201

PHYS1111.01 普通物理I实验 于瑶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7-9 [5-18]  物质学院 4-308
PHYS1111.02 普通物理I实验 李王尧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7-9 [5-18]  物质学院 4-310
PHYS1111.03 普通物理I实验 于瑶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5-16] 18  物质学院 4-308

星期日 5-7 17  物质学院 4-308
PHYS1111.04 普通物理I实验 李王尧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5-16] 18  物质学院 4-310

星期日 5-7 17  物质学院 4-310
PHYS1113.01 普通物理II实验 李王尧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5-18]  物质学院 4-303
PHYS1113.02 普通物理II实验 于瑶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7-9 [5-18]  物质学院 4-303
PHYS1117.01 物理原理II实验 吴晗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5-18]  物质学院 4-303
PHYS1117.02 物理原理II实验 吴晗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5-16] 18  物质学院 4-303

星期日 5-7 17  物质学院 4-303
PHYS1181.01 普通物理I 孙兆茹,吴晗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0-10 [3-16]  物质学院 1-501

星期三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501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501

PHYS1181.02 普通物理I 郭硕,吴晗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9-9 [3-16]  物质学院 1-503
星期三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503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503

PHYS1183.01 普通物理II 柯友启,于瑶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9-9 [3-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三 3-4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五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505

PHYS1313.01 数学物理方法II 柳学榕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物质学院 1-301
星期四 1-2 [2-16]双  物质学院 1-301

PHYS1314.01 电动力学 John Andrew
McGuire

4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物质学院 1-301
星期三 1-2 [1-16]  物质学院 1-301

PHYS1314.02 电动力学 任海沧 4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图书馆302
星期三 1-2 [1-16]  图书馆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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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1502.01 固体物理 薛加民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3-4 [1-15]单  物质学院 1-301
星期五 3-4 [1-16]  物质学院 1-301

PHYS1504.01 计算物理 李刚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2-4 [1-16]  H1楼308云桌面教室
PHYS1701.01 近代物理实验 游胤涛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4-18]  物质学院 4-302
PHYS1701.02 近代物理实验 游胤涛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4-18]  物质学院 4-302
PHYS1704.01 原子物理中的量子力学实验 薛加民,游胤涛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5-18]  物质学院 4-402
PHYS1751.01 超导物理与器件 郭艳峰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7 [1-16]  物质学院 1-105
PHYS2102.01 群论 韩福祥 4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1-2 [1-16]  物质学院 1-205

星期五 1-2 [1-16]  物质学院 1-205
PHYS2110.01 高等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任海沧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3 [1-16]  图书馆302
PHYS2201.01 表面物理 于平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3-4 [1-16]  物质学院 1-503
PHYS2202.01 非线性光学 John Andrew

McGuire
3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1-16]  物质学院 1-201

PHYS2205.01 飞秒激光与超快光谱技术 刘伟民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7-8 [1-16]  物质学院 1-505
PHYS2208.01 先进光源与前沿技术 江怀东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5-15]  物质学院 1-501
PHYS2507.01 自由电子激光原理 刘波,邓海啸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2-4 [5-15]
SP1004.01 物质科学前沿讲座 柳学榕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讲座通知
CS110.01 计算机体系结构I Sören

Schwertfeger,王
春东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2-16]双
星期二 3-4 [1-15]单
星期四 3-4 [2-16]双
星期四 3-4 [1-15]单

CS110P.01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8-9 [2-16]  信息学院1D-104

CS110P.02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13 [2-16]  信息学院1D-104

CS110P.03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13 [2-16]  信息学院1D-108

CS110P.04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8-9 [2-16]  信息学院1A-104

CS110P.05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8-9 [2-16]  信息学院1A-106

CS110P.06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8-9 [2-16]  信息学院1A-108

CS110P.07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13 [2-16]  信息学院1A-104

CS110P.08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13 [2-16]  信息学院1A-106

CS110P.09 计算机体系结构I课程设计 Sören
Schwertfeger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13 [2-16]  信息学院1A-108

CS121.01 并行计算 范睿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7-8 [1-16]       星期三 7-8 [1-16]
CS132.01 软件工程 江智浩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三 5-6 [1-16]  物质学院 1-505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课程总表



11

CS171.01 计算机图形学I 刘晓培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6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四 5-6 [1-16]  物质学院 1-505

CS177H.01 生物信息学：软件开发与应用 郑杰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7-8 [5-16]  信息学院1D-108
星期四 7-8 [5-16]  信息学院1D-108

CS222.01 无线与移动系统 杨智策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2]
星期三 3-4 [1-12]

CS240.01 算法设计与分析 屠可伟,范睿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2-12]双
星期一 5-6 [1-11]单
星期三 5-6 [2-12]双
星期三 5-6 [1-11]单

CS270.01 数字图像处理 张玉瑶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CS271.01 计算机图形学II 彭其瀚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7-8 [1-16]
星期四 7-8 [1-16]

CS276.01 计算影像学 虞晶怡,Kiriakos
Neoklis
Kutulakos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5-16]  信息学院1B-110
星期四 3-4 [5-16]  信息学院1B-110

CS284.01 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Laurent Kneip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6 [1-12]  信息学院1B-106
星期四 5-6 [1-12]  信息学院1B-106

CS285.01 机电一体化 Andre Luis
Macedo Rosendo
Silva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信息学院1A-106
星期三 1-2 [1-16]  信息学院1A-106

EE101.01 医学影像学 郑锐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6 [1-16]  信息学院1D-104
星期四 5-6 [1-16]  信息学院1D-104

EE111.01 电路基础 叶朝锋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三 1-2 [1-16]  物质学院 1-505

EE111.02 电路基础 刘宇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教学中心101
星期三 1-2 [1-16]  教学中心101

EE111.03 电路基础 邹新波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物质学院 1-501
星期三 1-2 [1-16]  物质学院 1-501

EE111.04 电路基础 王浩宇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1-2 [1-16]  生命学院A101

EE111L.01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3-16]  信息学院1A-101
EE111L.02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3-16]  信息学院1A-103
EE111L.03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7-9 [3-16]  信息学院1A-101
EE111L.04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7-9 [3-16]  信息学院1A-103
EE111L.05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7-9 [3-16]  信息学院1A-101
EE111L.06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7-9 [3-16]  信息学院1A-103
EE111L.07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3-16]  信息学院1A-101
EE111L.08 电路基础实验 李娟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3-16]  信息学院1A-103
EE112.01 模拟集成电路I 任豪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4]  信息学院1D-108

星期三 1-2 [1-14]  信息学院1D-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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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113.01 数字集成电路I 寇煦丰,李娟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信息学院1A-200
星期二 5-7 [2-16]  信息学院1A-103
星期三 5-6 [1-15]单 信息学院1A-200

EE113.02 数字集成电路I 寇煦丰,李娟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信息学院1A-200
星期二 5-7 [2-16]  信息学院1A-101
星期三 5-6 [1-15]单 信息学院1A-200

EE113P.01 数字集成电路I课程设计 寇煦丰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分组指导
EE114.01 嵌入式系统 梁俊睿,刘闯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7-8 [1-16]  信息学院1B-110

星期二 8-10 [2-16]  信息学院1A-105
星期三 7-8 [1-15]单 信息学院1B-110

EE120.01 半导体器件基础 陈佰乐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信息学院1A-200
星期四 1-2 [1-16]  信息学院1A-200

EE124.01 微纳加工与微机电系统基础 吴涛,任豪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2-12]双
星期一 3-4 [1-11]单
星期三 3-4 [2-12]双
星期三 3-4 [1-11]单

EE130.01 电磁学 王雄,王成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3
星期二 3-4 [1-15]单  生命学院A103
星期四 3-4 [2-16]双  生命学院A103
星期四 3-4 [1-15]单 生命学院A103

EE130P.01 电磁学课程设计 王雄,王成,李娟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8-9 [2-16]  信息学院1D-102
EE130P.02 电磁学课程设计 王雄,王成,李娟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8-9 [2-16]  信息学院1D-102
EE130P.03 电磁学课程设计 王雄,王成,李娟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6 [2-16]  信息学院1D-102
EE150.01 信号与系统 娄鑫,徐林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EE150.02 信号与系统 周勇,赵子平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16]

星期四 1-2 [1-16]
EE150L.01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2-16]
EE150L.02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2-16]
EE150L.03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2-16]
EE150L.04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7 [2-16]
EE150L.05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7-9 [2-16]
EE150L.06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2-16]
EE150L.07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四 5-7 [2-16]
EE150L.08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2-16]
EE150L.09 信号与系统实验 陆林燕 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5-7 [2-16]
EE152.01 数字信号处理 娄鑫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3-4 [1-16]  信息学院1D-106

星期五 3-4 [1-16]  信息学院1D-106
EE171.01 电力电子 傅旻帆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信息学院1B-106

星期三 3-4 [1-16]  信息学院1B-106
EE216.01 可重构计算 哈亚军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7-8 [1-16]  信息学院1D-106

星期三 7-8 [1-15]单  信息学院1D-106
星期三 10-12 [1-16] 信息学院1D-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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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237.01 自旋电子学 祝智峰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信息学院1D-104
星期三 1-2 [1-16]  信息学院1D-104

EE244.01 光通信系统 邹新波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1-4 [1-16]  生命学院A107
EE261.01 线性系统II 陆疌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6 [1-16]  信息学院1D-104

星期三 5-6 [1-16]  信息学院1D-104
EE264.01 自适应控制 汪阳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1-2 [1-16]  信息学院1B-106

星期三 1-2 [1-16]  信息学院1B-106
SI100B.01 信息科学技术导论 刘闯,张海鹏,邱

越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星期五 1-2 [1-16]
SI102H.01 机械设计导论 Andre Luis

Macedo Rosendo
Silva

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2 [1-8]
星期四 1-2 [1-8]

SI120.01 离散数学 张良峰,Nicholas
James Lindsay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3-4 [1-16]
星期五 3-4 [1-16]

SI132.01 线性代数在信息科学中的应用 Manolis
Tsakiris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7-8 [1-12]
星期四 7-8 [1-12]

SI151.01 优化与机器学习 孙露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教学中心101
星期三 3-4 [1-16]  教学中心101

SI251.01 凸优化 石远明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6 [1-16]
星期四 5-6 [1-16]

SI252.01 强化学习 邵子瑜 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1-16]
星期三 3-4 [1-16]

SI290D.01 信息科学技术发展伦理与道德 杨丽凤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2-2 [5-12]  信息学院1A-200
星期五 3-4 [5-16]  信息学院1A-200

FORE2005.01 日语 I 计钢 2 研究生院 星期三 7-8 [11-18]  教学中心102
星期三 10-11 [11-18]  教学中心102

注：本表上课时间地点信息仅供参考，后续可能出现调整，以教务系统中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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