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项目负责人

1 建筑学院 建筑设计 MS001324 张彤

2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与设计（1） MS001521
阳建强
周文竹

3 建筑学院 景园规划与设计 MS001403 成玉宁

4 建筑学院 职业素质教育 MS000133
高崧
江泓

5 建筑学院 现代城市设计方法 MS001304
王建国
徐小东

6 建筑学院 区域与国土空间规划导论 MS001531 王兴平

7 建筑学院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前沿 MS001003 董卫

8 机械工程学院 先进制造技术与系统 MS002220 刘晓军

9 能源与环境学院 流化床理论及应用 MS003203 陈晓平

10 能源与环境学院 低温与制冷原理 MS003401 李舒宏

11 能源与环境学院 大气环境专题 DB003132 仲兆平

12 能源与环境学院 水环境生态工程设计技术 MS003340 吴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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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制备燃料与化学品 DB003135 张会岩

14 能源与环境学院 高等环境化学（全英文） MS003336 余冉

15 能源与环境学院 电厂人工智能理论及应用 MS003222 司风琪

16 能源与环境学院 生态毒理学 MS003334 孙丽伟

17 能源与环境学院 太阳能利用技术 MS003118 苏中元

1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企业实践 MS004220 王捷

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字通信原理与系统 MS004212 张源

2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系统工程设计 MS004218 徐建

2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1) MS004103 刘升恒

22 土木工程学院 高等基础工程理论 DB005110 戴国亮

23 土木工程学院 高等水力学 MS005187 高海鹰

24 土木工程学院 非线性有限元方法 DB005303 郭力

25 土木工程学院 高等结构动力学 DB005101 汤昱川

2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子器件物理（全英文） MS006127 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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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数学学院 复杂系统与网络科学选讲 DB007121 温广辉

28 自动化学院 嵌入式Linux系统及应用 MS008129 黄永明

29 物理学院 计算物理 MS010112 董帅

30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系统生物学导论 DB011106 陆祖宏

3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 MS011138 罗守华

32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电子学 MS011109 付德刚

33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MS014215 陈良华

34 经济管理学院 股权投资 MS014767 尹威

35 经济管理学院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MS014465 吴芃

36 电气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综合实践 MS016212 陈歆技

37 电气工程学院 现代控制理论 MS016165 高丙团

38 外国语学院 非文学翻译 MS017533 鲁明易

39 体育系 体育竞赛组织与管理 MS018117 蔡晓波

40 化学化工学院 晶体结构与结晶 MS019606 罗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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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交通学院 桥面沥青铺装的养护与评价 MS021190 陈磊磊

42 交通学院 河流海岸工程 MS021521 耿艳芬

43 交通学院 环境岩土工程 MS021204 刘志彬

44 交通学院 现代交通管理基础理论 DB021106 过秀成

45 交通学院 高等筑路材料 MS021912 陈先华

46 法学院 公司法专题 MS025211 步兵

47 法学院 医事法专题 MS025151 刘建利

48 法学院 民法学 MJ025104 单平基

49 法学院 交通行政法 MS025142 顾大松

50 法学院 刑法学（刑法分论） MJ025105 梁云宝

51 法学院 科技法学专题 MS025143 胡朝阳

52 公共卫生学院 样本分析方案设计与研究 MS042109 王晓英

53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肿瘤 MS042409 王少康

54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经济学评价 DB042110 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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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医学院 护理理论与护理教育新进展 MS043205 徐翠荣

56 人文学院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研究 MS080620 贾鸿雁

57 艺术学院 设计心理学 MS081301 许继峰

58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模式识别 DB086009 秦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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