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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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SC1001.01 谈判 杨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5-8 [1-4]  创管学院215
星期四 5-8 [1-4]  创管学院215

BHSC1001.02 谈判 杨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1-4]  创管学院215
星期四 10-13 [1-4]  创管学院215

BHSC1001.03 谈判 杨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5-8 [5-8]  创管学院215
星期三 5-8 [5-8]  创管学院215

BHSC1001.04 谈判 杨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5-8]  创管学院215
星期三 10-13 [5-8]  创管学院215

ECON1007.01 创新经济学 郦光伟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7-8]  创管学院205
星期日 2-9 [7-8]  创管学院205

ENTR1008.01 新技术企业 洪苏婷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5-6]  创管学院205
星期日 2-9 [5-6]  创管学院205

FINA1012.01 行为金融 张亚佩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三 5-8 [5-8]  创管学院202
星期五 5-8 [5-8]  创管学院202

MGMT1001.01 营销学 范筱萌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0-13 [1-4]  创管学院202
星期三 10-13 [1-4]  创管学院202

MGMT1103.01 数据思维与商业数据分析 周小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10-13 [1-4]  物质学院 1-401
星期四 10-13 [1-4]  物质学院 1-401

MGMT1301.01 生产运作管理 刘宝龙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1-4]  创管学院202
星期日 2-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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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创管学院215
星期日 2-9 [1-3]  创管学院215

QMS1103.01 项目管理 高健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六 2-9 [1-2]  创管学院205
星期日 2-9 [1-2]  创管学院205

SEMI1101.01 设计思维：创业与管理中的创新方案 杨丽凤等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4 [1-4]  创管学院205
星期三 1-4 [1-4]  创管学院205
星期五 1-4 [1-4]  创管学院205

SEMI1101.02 设计思维：创业与管理中的创新方案 杨丽凤等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4 [1-4]  创管学院215
星期三 1-4 [1-4]  创管学院215
星期五 1-4 [1-4]  创管学院215

SEMI1101.03 设计思维：创业与管理中的创新方案 杨丽凤等 3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一 1-4 [5-8]  创管学院215
星期二 1-4 [5-8]  创管学院215
星期四 1-4 [5-8]  创管学院215

SEMI1201.01 创新科学：认知原理与市场应用 周昊天,杨宇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10-13 [1-4]  创管学院215
星期五 5-8 [1-4]  创管学院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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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1301.01 创新科学：认知原理与市场应用 杨宇,周昊天 2 创业与管理学院 星期二 5-8 [5-8]  创管学院215
星期五 5-8 [5-8]  创管学院215

ARTS1106.01 英美剧赏析 朱轶隽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四 10-13 [1-4]  教学中心101
星期五 6-9 [1-4]  教学中心101

ARTS1106.02 英美剧赏析 朱轶隽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6-9 [5-8]  教学中心103
星期三 1-4 [5-8]  教学中心103

ARTS1207.01 视觉叙事 王搏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5-8 [1-4]  创艺学院S103
星期三 5-8 [1-4]  创艺学院S103

ARTS1207.02 视觉叙事 王搏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5-8 [5-8]  创艺学院S103
星期三 5-8 [5-8]  创艺学院S103

ARTS1303.01 Unity游戏创作 Brian Cox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一 12-13 [5-8]  创艺学院E308
星期二 12-13 [5-8]  创艺学院E308
星期三 12-13 [5-8]  创艺学院E308
星期四 12-13 [5-8]  创艺学院E308

ARTS1409.01 初级交互设计 Hiroki Nishino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10-13 [1-4]  创艺学院E407
星期四 10-13 [1-4]  创艺学院E407

ARTS1409.02 初级交互设计 Hiroki Nishino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10-13 [5-8]  创艺学院E407
星期四 10-13 [5-8]  创艺学院E407

ARTS1410.01 意大利文化: 艺术和科学 Ernesto Carafoli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一 7-8 4  图书馆302
星期一 10-12 4  图书馆302
星期二 7-8 4  图书馆302
星期二 10-12 4  图书馆302
星期三 7-8 4  图书馆302
星期三 10-12 4  图书馆302
星期四 7-8 4  图书馆302
星期四 10-12 4  图书馆302
星期五 7-8 4  图书馆302
星期五 10-12 4 图书馆302

ARTS1411.01 交互设计心理学 Predrag Nikolic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1-4 [5-8]  创艺学院E407
星期四 1-4 [5-8]  创艺学院E407

ARTS1507.01 油画与综合材料 王颉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一 5-8 [1-3]单  创艺学院S102
星期二 5-8 [1-3]单  创艺学院S102
星期三 5-8 [1-3]单  创艺学院S102
星期四 5-8 [1-3]单  创艺学院S102

ARTS1601.01 戏剧表演 周涛 2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一 10-13 [5-8]  创艺学院E307
星期四 10-13 [5-8]  创艺学院E307

ARTS1701.01 设计思维：产品与交互设计的创新方
案

杨华 3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二 5-8 [5-8]  创艺学院E302
星期四 5-8 [5-8]  创艺学院E302
星期五 5-8 [5-8]  创艺学院E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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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1701.02 设计思维：产品与交互设计的创新方
案

顾明德 3 创意与艺术学院
星期一 5-8 [5-8]  学生科创中心104
星期二 5-8 [5-8]  学生科创中心104
星期四 5-8 [5-8]  学生科创中心104

GEHA1047.01 《资治通鉴》导读 李磊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10-13 [1-8]

GEHA1061.01 “一带一路”与跨文化沟通 庄恩平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5-8 [1-4]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5-8 [1-4]  生命学院A101

GEHA1061.02 “一带一路”与跨文化沟通 庄恩平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5-8 [5-8]  生命学院A101
星期三 5-8 [5-8]  生命学院A101

GEHA1072.01 基础德语I 吴勇立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8-11 [1-3]单 [4-6]双 [7-8]  物质学院 1-503
星期五 1-4 [6-7]  物质学院 1-503

GEHA1073.01 英语词汇与文化 吕乐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三 5-8 [1-8]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74.01 《周易》与文化 邓辉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4 [1-8]  物质学院 1-105

GEHA1075.01 《诗经》导读 吉文斌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8 [1-4]  生命学院A103
星期四 5-8 [1-4]  生命学院A103

GEHA1076.01 《庄子》的世界 聂保平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10-11 [1-8]  物质学院 1-303
星期四 10-11 [1-8]  物质学院 1-303

GEHA1088.01 老子与《老子》 邓辉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三 1-4 [1-8]  物质学院 1-105
GEHA1089.01 通俗文学 张蕴贤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8 [1-4]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89.02 通俗文学 张蕴贤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 5-8 [5-8]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95.01 红色圣地-从开天辟地到上海解放 徐光寿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四 1-4 [5-8]  物质学院 1-401
GEHA1098.01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 李磊 2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五 10-13 [1-8]
GESS1003.01 《共产党宣言》导读 张梧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三 6-9 [5-8]
GESS1004.01 《利维坦》导读 周林刚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4 [1-4]  物质学院 1-501
GESS1004.02 《利维坦》导读 周林刚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4 [5-8]  物质学院 1-501
GESS1010.01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汪卫华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0-13 [1-4]
GESS1010.02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汪卫华 1 人文科学研究院 星期一 10-13 [5-8]
BIO1027.01 高级生物学实验 陈雪松 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分组指导

BIO2025.01 基因编辑原理设计与应用 陈佳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4 [1-4]  生命学院A106
星期四 5-8 [1-4]  生命学院A106

BIO2025.02 基因编辑原理设计与应用 陈佳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4 [5-8]  生命学院A106
星期四 1-4 [5-8]  生命学院A106

BME2003.01 神经信号的采集与人机智能技术概览 管吉松 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五 1-4 [1-4]  生命学院A101

BME2004.01 固态核磁概论 陆珺霞 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4 [1-4]
星期四 1-4 [1-4]

GEPE1044.01 竞技游泳入门 黄卫 1 书院 星期三 3-4 [1-8]  游泳馆

星期五 3-4 [1-8]  游泳馆

GEPE1044.02 竞技游泳入门 潘黎君 1 书院 星期三 5-6 [1-8]  游泳馆

星期五 5-6 [1-8]  游泳馆

GEPE1045.01 击剑技能与竞赛 费正伟 1 书院 星期三 5-6 [1-8]  会议中心一楼大厅

星期五 5-6 [1-8]  会议中心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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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PE1045.02 击剑技能与竞赛 赵传杰 1 书院
星期三 3-4 [2-8]  会议中心一楼大厅

星期三 3-4 1  体育馆运动场（篮球）

星期五 3-4 [1-8]  会议中心一楼大厅
CHEM1521.01 探究类化学实验 张云艳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分组指导

CHEM2502.01 有机化学进阶 梁广鑫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4 [1-4]  物质学院 1-201
星期四 1-4 [1-4]  物质学院 1-201

CHEM2503.01 精准有机合成策略 叶柏华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1-4]  物质学院 1-201
星期三 10-13 [1-4]  物质学院 1-201

MSE1717.01 物质科学常用仪器概述 王宏达等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3-4 [5-8]  物质学院 1-109
星期三 3-4 [5-8]  物质学院 1-109

PHYS1706.01 物理学术竞赛创新实验 柳仲楷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7 [1-8]  物质学院 6-403
星期五 5-7 [1-8]  物质学院 1-105

PHYS2508.01 软物质物理 孙兆茹,郭硕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8 [1-4]  物质学院 1-201
星期三 5-8 [1-4]  物质学院 1-201

SP1101.01 工程制图 余志林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一 5-8 [1-4]  教学中心201
星期五 5-8 [1-4]  教学中心201

SP1101.02 工程制图 余志林 2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5-8]  教学中心201
星期四 5-8 [5-8]  教学中心201

SP2002.01 实验室安全与科研诚信 刘伟民等 1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三 5-6 [5-8]  物质学院 1-109
星期五 5-6 [5-8]  物质学院 1-109

CS130P.01 操作系统I课程设计 殷树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分组指导

CS290L.01 符号人工智能 周熠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1-4 [1-4]  教学中心101
星期四 1-4 [1-4]  教学中心101

EE290V.01 集成电路设计流程 杨展悌 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星期二 5-8 [1-4]  物质学院 1-505
星期四 5-8 [1-4]  物质学院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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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