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课编

号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开课

学院
校区 备注

B0945 生物医学电子与传感技术试验
邓维礼,常

向荣
材料 犀浦

B2336 焊接无损检测及服役安全评价 杨涛 材料 犀浦

B2351 穿戴式移动医疗 永远 材料 犀浦

C2024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张军科 地学 峨眉

A2020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贺玉龙 地学 九里

A2026 人生发展与电影 刘洋 地学 九里

A2027 中国世界遗产漫步 刘颖 地学 九里

B0783 环境与工程遥感
冯德俊,罗

小军,张立
地学 犀浦

B0784 微波遥感原理与应用 张瑞 地学 犀浦

B1943 环境保护概论 苏凯 地学 犀浦

B1960 土木工程地质 杨丹 地学 犀浦

B2025 能源与环境
范美坤,刘

义青,王东
地学 犀浦

C4352 奥林匹克精神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张春燕 电气 峨眉

B0309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含实验）孙永奎 电气 犀浦

B0310 现场总线与列车控制网络（含实验）胡鹏飞 电气 犀浦

B0315 铁路调度指挥自动化 华泽玺 电气 犀浦

B0316 高速铁路运营维护信息技术 余志斌 电气 犀浦

B0336 电力电子装置与控制 杨顺风 电气 犀浦

B0337 工程电磁场计算与分析 肖嵩 电气 犀浦

B0879 电磁兼容 董亮 电气 犀浦

B0952 电力电子技术（含实验） 沙金 电气 犀浦 合班B0951

B0955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张凯 电气 犀浦

B0956 远动监控技术 陈德明 电气 犀浦

A4155 犯罪与文明 杜娟 公共 九里

B4137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与区域发展 钱志鸿 公共 犀浦

B4154 知识经济与创新 刘鑫 公共 犀浦

B2531 从化石能源到新能源 唐阳 机械 犀浦

B2533 发动机的前世今生 黄燕 机械 犀浦

B2535 建筑环境与能源技术 袁艳平 机械 犀浦

B0597 园林景观（英文） 钱丽源 建筑 犀浦

B3459 环境物理A 吴聃 建筑 犀浦

B3526 巴蜀建筑与文化 田凯 建筑 犀浦

A3591 高铁经济学导论 周国华 经管 九里

A3596 经济学智慧与中国实践 李杰 经管 九里

A3598 市场经济的逻辑 许俐 经管 九里

A3602 管理经济学 罗华江 经管 九里

A3604 管理智慧与精彩人生 范莉莉 经管 九里

A3606 企业家精神与管理 范莉莉 经管 九里

A3610 沟通的艺术 沈周延 经管 九里

B3592 高铁经济学导论 周国华 经管 犀浦

B3603 管理经济学 罗华江 经管 犀浦

B0201 弹性力学 王弘 力学 犀浦

A21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康厚德 马院 九里 合班A2136

C3066 科学、技术与社会 杨会丽 人文 峨眉

C3119 战略：研究与训练 张略 人文 峨眉

C3120 战略：研究与训练 张略 人文 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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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72 文学阅读的视野与方法 周东升 人文 九里

A3096 科学技术史 张略 人文 九里

A3118 战略：研究与训练 张略 人文 九里

B0851 语音学 宋伶俐 人文 犀浦

B1342 音乐美学 李珊 人文 犀浦 合班B1343

B3065 科学、技术与社会 杨会丽 人文 犀浦

B3097 科学技术史 张略 人文 犀浦

B3117 战略：研究与训练 张略 人文 犀浦

B1244 发酵工程实验 任瑶瑶 生命 犀浦 合班B1243

B3412 生命科学导论 姚宁 生命 犀浦

B3419 化学与人类生活
王懿萍,张

小荣
生命 犀浦

C2416 数值计算 张兴元 数学 峨眉

C1646 工程力学Ⅱ 刘怡 土木 峨眉

B0076 地下空间利用 马龙祥 土木 犀浦 合班B0077，B0075

B0093 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道路工程 土木 犀浦

B0098 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岩土工程 土木 犀浦

B0115 道路工程 尹紫红 土木 犀浦 合班B0114

B0119 地下工程 严涛 土木 犀浦 合班B0118

B0123 基础工程 彭雄志 土木 犀浦 合班B0122，B0124

B0149 现代混凝土及其施工技术 张锐 土木 犀浦

B0150 现代混凝土及其施工技术 张全文 土木 犀浦

B0151 现代混凝土及其施工技术 张全文 土木 犀浦

B0152 新型建筑材料及现代检测技术 陈昭 土木 犀浦

B0153 新型建筑材料及现代检测技术 蒲励耘 土木 犀浦

B0154 新型建筑材料及现代检测技术 张全文 土木 犀浦

B0155 新型建筑材料及现代检测技术 张全文 土木 犀浦

B0157 有限元法基础及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严炎 土木 犀浦 合班B0156

B0158 有限元法基础及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杨俊斌 土木 犀浦

B0165 混凝土桥 许惟国 土木 犀浦 合班B0166

B0167 混凝土桥 邵长江 土木 犀浦 合班B0168

B0172 混凝土桥 贾宏宇 土木 犀浦 合班B0171

B0174 钢桥及组合结构桥梁 张清华 土木 犀浦 合班B0173，B0175

B0179 山岭隧道 孙克国 土木 犀浦 合班B0180

B0197 结构动力学 罗永坤 土木 犀浦

B0198 结构动力学 康啊真 土木 犀浦

B0199 结构动力学 刘怡 土木 犀浦

B0200 结构动力学 刘怡 土木 犀浦

B0205 铁路线路工程 徐井芒 土木 犀浦 合班B0206

B0208 铁路线路工程 曾勇 土木 犀浦 合班B0206

B0219 隧道工程 严健 土木 犀浦 合班B0218

B0233 桥梁建造技术 祝兵 土木 犀浦 合班B0232

B1149 桥梁工程B 廖海黎 土木 犀浦

B1150 桥梁工程B 李兰平 土木 犀浦

B1151 桥梁工程B 李兰平 土木 犀浦

B1212 高速铁路运营与维护（MOOCS） 肖杰灵 土木 犀浦 合班到B1211

B1545 建筑材料B 林拥军 土木 犀浦 合班B1544

B1652 绿色发展与工程创新 陈德 土木 犀浦

B1653 交通土建信息化技术

苏谦,杨成,

赵莉香,冷

彪,张锐,刘

凯文

土木 犀浦

B1654 从BIM认识建筑工程问题 龙丹冰 土木 犀浦

C3923 英语公共演讲 李娟 外语 峨眉

C3934 英语公共演讲 李娟 外语 峨眉



A4089 英语应用文读写 张永莉 外语 九里

B3912 英语公共演讲 吴婷 外语 犀浦

B3918 英语公共演讲 张睿 外语 犀浦

B3921 英语公共演讲 吴丽雯 外语 犀浦

B3933 英语公共演讲 张睿 外语 犀浦

B4088 英语应用文读写 张永莉 外语 犀浦

B4090 跨文化交际和人格修养 赵为娅 外语 犀浦

B4100 德语二外Ⅰ 袁洪敏 外语 犀浦

B4107 俄国文学史 傅政勇 外语 犀浦

C1719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王琛 心理 峨眉

A1685 心理学与生活 田瑞琪 心理 九里

A1686 心理学与生活 吴顺领 心理 九里

A1698 人际沟通心理与艺术 高燕 心理 九里

A4442 大学生心理健康 吴顺领 心理 九里

B1718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商姚 心理 犀浦

B0364 列车运行控制（本、研） 张亚东 信息 犀浦

B0366 人机交互与动漫游戏 黄海于 信息 犀浦

B0376 数字系统EDA仿真设计 王澍 信息 犀浦

B0531 列车运行控制（本研衔接课） 魏艳 信息 犀浦

B0867 DSP技术及应用 邹应全 信息 犀浦

B0883 铁路信号远程控制 黄高勇 信息 犀浦

B0968 操作系统B 胡晓鹏 信息 犀浦

B1117 PLC原理及应用（含实验） 徐图 信息 犀浦

B0422 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技术 梁宏斌 运输 犀浦

B0427 消防安全工程 马剑 运输 犀浦

B0443 逆向物流管理 贺政纲 运输 犀浦

B0931 行车组织 陶思宇 运输 犀浦

B0975 铁路车站及枢纽 李雪婷 运输 犀浦

B1069 物资采购与管理 陈思 运输 犀浦

B1103 物联网技术应用 梁宏斌 运输 犀浦

B1133 货物运输组织 马啸来 运输 犀浦

B4258 交通纵横 胡路 运输 犀浦

B4259 物流与生活 李国旗 运输 犀浦

B4261 风险防控与危机管理 邱小平 运输 犀浦

A1688 心理学与生活 赵慧 心理 九里

A1689 心理学与生活 赵慧 心理 九里

B1721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吴晓雄 心理 犀浦

B1722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杨都强 心理 犀浦

B1723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杨怀银 心理 犀浦

B1726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易洺瑶 心理 犀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