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课编号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开课学院 校区 备注

A1456 材料腐蚀与防护 余敏 材料 九里校区
B1284 材料成型控制基础 骆德阳 材料 犀浦校区
B1259 材料科学基础BⅠ（双语） 刘力菱 材料 犀浦校区
B1271 神奇的非晶态材料 黄兴民 材料 犀浦校区
B1293 产品质量检验 周友龙 材料 犀浦校区
B1250 钢铁冶金导论 蒋小松 材料 犀浦校区
B1294 现代生物医学与未来人类 涂秋芬 材料 犀浦校区
B2868 焊接科学与工程 刘拥军 材料 犀浦校区
B1235 热力学传热学导论 黄兴民 材料 犀浦校区
A2859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苏凯 地学 九里校区
B1761 环境与工程遥感 冯德俊 地学 犀浦校区
B1762 微波遥感原理与应用 贾洪果 地学 犀浦校区
B1800 环保影视赏析 刘洋 地学 犀浦校区
B2855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贺玉龙 地学 犀浦校区
B2856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刘建 地学 犀浦校区
B1776 能源与环境 范美坤,龚正君地学 犀浦校区
B2337 电机拖动基础（含实验） 王涛 电气 犀浦校区 合班B2337
B2334 电力电子技术（含实验） 肖嵩 电气 犀浦校区 合班B2333
B2335 电力电子技术（含实验） 杨平 电气 犀浦校区 合班B2333
B2503 电力电子技术（含实验） 宋文胜 电气 犀浦校区 合班B2505
B2611 风力与光伏发电系统 庄圣贤 电气 犀浦校区
B2167 电磁兼容 董亮 电气 犀浦校区
B2616 多媒体技术 扈强 电气 犀浦校区
B0379 高速铁路运营维护信息技术 余志斌 电气 犀浦校区
B0439 工程电磁场计算与分析 肖嵩 电气 犀浦校区
B2338 机器人控制（含实验） 黄德青 电气 犀浦校区
B0372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含实验） 孙永奎 电气 犀浦校区
B234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含实验） 黄进 电气 犀浦校区
B0378 铁路调度指挥自动化 华泽玺 电气 犀浦校区
B2344 铁路信息资源管理与规划 李建兵 电气 犀浦校区
B0373 现场总线与列车控制网络（含实验） 胡鹏飞 电气 犀浦校区
B2340 远动监控技术 陈德明 电气 犀浦校区
B1711 日用品制作欣赏 刘晓红 工业 犀浦校区
A2875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与区域发展 钱志鸿 公共 九里校区
B4189 人口资源环境热点问题 朱冬梅 公共 犀浦校区
B0249 改变从觉知开始：U型体验与感悟 郭红玲 公共 犀浦校区
B0255 公务员法制与中西文官遴选制度评介 林毅 公共 犀浦校区
B2872 创新方法与应用（TRIZ) 周贤永 公共 犀浦校区
B3188 中国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 钱志鸿 公共 犀浦校区
B1734 汽车的选购与保养 万里翔 机械 犀浦校区
B2925 风景资源鉴赏 宗桦 建筑 犀浦校区
A0709 管理沟通 刘玉焕 经管 九里校区
A0733 管理智慧与精彩人生 范莉莉 经管 九里校区
A1988 经济学智慧与中国实践 李杰 经管 九里校区
A0736 企业家精神与管理 唐春勇 经管 九里校区
B0788 财务与成本管理 饶翠华 经管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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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05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田斌 经管 犀浦校区
B1567 数据库基础及应用B 熊件根 经管 犀浦校区 合班B1566
B1992 市场经济的逻辑 廖周伟 经管 犀浦校区
B1338 材料力学AⅡ 张波 力学 犀浦校区 合班B1339
B0199 弹性力学 王弘 力学 犀浦校区
B1326 塑性理论 喻勇 力学 犀浦校区
B1325 有限元方法 杨帆 力学 犀浦校区
B1933 跨文化传播 李岗 人文 犀浦校区
B2770 西方古典文论原典导读 陈国强 人文 犀浦校区
B1999 工程伦理 铁怀江 人文 犀浦校区
B2001 工程伦理 杨会丽 人文 犀浦校区
B2002 工程伦理 张略 人文 犀浦校区
A1565 数据库基础及应用B 任挺 软院 九里校区
B0571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陈俊 软院 犀浦校区
C2011 化学与人类生活 王懿萍,熊雄,李羿生命 峨眉校区
B1127 English Composition II GSU 生命 犀浦校区
B3018 方剂学 耿耘 生命 犀浦校区
B1652 进化生物学 叶春 生命 犀浦校区
B3014 中药资源学 王盛民,万瑜生命 犀浦校区
B3006 海洋生物探索 赵焕瑛 生命 犀浦校区
B3031 生命科学导论 李遂焰 生命 犀浦校区
B3034 生命科学导论 罗红霞 生命 犀浦校区
B2012 化学与人类生活 张小荣,熊维巧生命 犀浦校区
B3030 生命科学导论 李萍 生命 犀浦校区
B3033 生命科学导论 刘艳秋 生命 犀浦校区
B3037 生命科学导论 姚宁 生命 犀浦校区
B3038 生命科学导论 姚宁 生命 犀浦校区
B3603 现代营养与保健 王宁宇 生命 犀浦校区
C293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马骁 数学 峨眉校区 合班C2939
C2928 数学建模B 卢鹏 数学 峨眉校区
C1521 数值计算C 张兴元 数学 峨眉校区
C1522 数值计算C 张兴元 数学 峨眉校区
C1523 数值计算C 张兴元 数学 峨眉校区
C1524 数值计算C 张兴元 数学 峨眉校区
C1386 数学文化欣赏 周雪梅 数学 峨眉校区
B1732 矢量分析与场论 谢灵红 数学 犀浦校区
B1360 数理方程B 陈罗平 数学 犀浦校区 合班B1359
B1517 数值计算C 陈罗平 数学 犀浦校区
B1518 数值计算C 陈章友 数学 犀浦校区 合班B1520
B1519 数值计算C 韩冬春 数学 犀浦校区
B2947 随机过程B 赵春明 数学 犀浦校区
B3485 信息检索 何雪梅 图书馆 犀浦校区
B0030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张晶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029
B0179 混凝土桥 赵人达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177
B0032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郭瑞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031
B0193 建筑结构设计 罗楠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192
B2617 路基工程A 黄俊杰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2618
B2621 路基工程B 蒋良潍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2622
B2817 高速铁路建设管理（MOOCS） 李远富 土木 犀浦校区
B0198 结构动力学 蔡婧 土木 犀浦校区
B2609 桥梁工程B 施洲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2610
B0202 铁路线路工程 刘昌清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203
B0204 铁路线路工程 杨明 土木 犀浦校区 合班B0203
B0170 新型建筑材料及现代检测技术 崔圣爱 土木 犀浦校区



B0077 建筑材料与人居环境 潘绍伟 土木 犀浦校区
B0215 隧道通风与防灾 郭春 土木 犀浦校区
B0222 铁路规划与建设 李远富 土木 犀浦校区
B0028 中国铁路建设 樊敏 土木 犀浦校区
B3636 第二外语I(德语) 何俊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3638
B3637 第二外语I(德语) 袁洪敏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3638
B3640 第二外语I(俄语) 叶琳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3639
B4138 第二外语I(俄语) 叶琳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3639
B0934 第二外语III(德语) 何俊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0936
B0935 第二外语III(德语) 袁洪敏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0936
B2383 工程英语写作与笔译 戴若愚 外语 犀浦校区 合班B2382
B3705 跨文化交际 宋美华,王慧外语 犀浦校区
C0798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王琛 心理 峨眉校区
B3452 大学生心理健康 马岳德 心理 犀浦校区
B3179 养心与养生 唐静 心理 犀浦校区
B3457 异常心理与现代社会 张学伟 心理 犀浦校区
B0790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戈贞 心理 犀浦校区
B0795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刘萍 心理 犀浦校区
B1709 微机与接口技术C 李可 信息 犀浦校区 合班B1708
B2103 DSP技术及应用 邹应全 信息 犀浦校区
B2243 数据结构B 李剑波 信息 犀浦校区 合班B2244
C0649 物流与生活 李国旗 运输 峨眉校区
A0628 公平：让团队决策更有效 马啸来 运输 九里校区
A0648 物流与生活 李国旗 运输 九里校区
B2303 行车组织 张燕 运输 犀浦校区
B2594 货物运输组织 王多宏 运输 犀浦校区
B0609 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技术 梁宏斌 运输 犀浦校区
B0652 逆向物流管理 贺政纲 运输 犀浦校区
B2374 铁路车站及枢纽 王顺利 运输 犀浦校区
B0611 物流学 李国旗 运输 犀浦校区 合班B0613
B0614 物流学 张小强 运输 犀浦校区 合班B0613
B0631 物畅天下 张锦 运输 犀浦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