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第二批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改革试点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负责人 

1 人文学院 《诗经》《楚辞》专题研究 S080508 张天来 

2 建筑学院 现代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 S001401 成玉宁 

3 建筑学院 景园建筑专题 S001419 陈烨 

4 建筑学院 建筑设计-南方传统民居的复原与更新 S001324 薛力 

5 建筑学院 建筑遗产保护学 S001225 李新建 

6 机械工程学院 系统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S002602 苏春 

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振动理论及应用（全英文） S002406 张宁 

8 能源与环境学院 制冷工程技术 S003223 殷勇高 

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模式分析与模式识别 B004107 张毅锋 

1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器学习与进化计算 S004111 徐琴珍 

1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等工程电磁场理论 S004304 程强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纤通信集成电路设计 S004403 苗澎 

1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网理论与技术 S004204 王霄峻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字通信 S004202 潘志文 

15 土木工程学院 大跨空间结构 S005130 冯若强 

16 土木工程学院 水生态系统修复理论与方法 S005145 黄娟 

17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谱学与光谱技术 S006115 朱利 

1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嵌入式系统 S009121 杨全胜 

1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项目实训 G401110 李伟 

2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人工智能 S009106 

翟玉庆 

张志政 

21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隐藏与内容安全 S004117 陈立全 

22 物理学院 新材料的设计和模拟 B010104 管杰 

23 物理学院 高等量子力学 S010102 郭昊 

24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分子细胞生物学 S011114 白云飞 

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材料制备技术与装备 S012131 方峰 

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低碳胶凝材料 S012132 钱春香 

2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真空沉积技术 S012136 张旭海 

28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S080408 张娟 

29 人文学院 西方哲学史 S080202 梁卫霞 

30 人文学院 公共经济学专题 S080313 高晓红 

31 人文学院 高级心理学研究方法 S080721 梁宗保 

32 人文学院 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 S080715 邓旭阳 

33 人文学院 临床心理学 S080716 袁勇贵 

34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理论与实践研讨 S014214 陈志斌 

35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战略管理 S014505 李庆华 

36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报表分析 S014763 陈菊花 

37 电气工程学院 大电网技术 B016124 汤奕 

38 电气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经济学原理(全英文) S016209 高赐威 

39 电气工程学院 电网络理论 S016134 蒋浩 



40 外国语学院 语言政策与规划 S017133 陈美华 

41 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B019102 王育乔 

42 化学化工学院 绿色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S019420 周建成 

43 交通学院 现代道路设计原理与方法 S021105 程建川 

44 交通学院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与仿真 B021130 柴干 

45 交通学院 公路交通运营理论 S021140 王晨 

46 交通学院 路面设计原理与方法 S021104 张伟光 

47 交通学院 地基处理原理 S021203 章定文 

48 仪科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测控系统设计 S022106 赵立业 

49 仪科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汽车试验测试技术 B022107 李旭 

50 仪科科学与工程学院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S022123 周晓晶 

51 法学院 犯罪学专题 S025123 李川 

52 法学院 民事诉讼法专题 S025314 冯煜清 

53 法学院 物权法专题 S025204 任丹丽 

54 法学院 刑法学 J025105 钱小平 

55 法学院 宪法学 J025102 陈道英 

56 法学院 行政法专题 S025411 熊樟林 

57 法学院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J025113 刘启川 

58 法学院 比较行政法专题 S025414 李煜兴 

59 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方法 S042901 梁戈玉 

60 公共卫生学院 临床流行病学  S042217 金辉 

61 公共卫生学院 高级理化分析检测实验技术 S042107 许茜 

62 医学院 分子和功能影像学 B043205 滕皋军 

63 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概况 B000113 胡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