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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0100025001 专利挖掘与文件撰写 特培试点班 清水河 吴慧娟,杨颖 硕士

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0108107010 机器学习 5班（小班研讨） 清水河 刘喆 硕士

3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0108107029 信号处理矩阵分析 2班全英文 清水河 邹麟 硕士

4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0408087007 现代交流电力传动技术 清水河 李晓宁 硕士

5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0408087009 非线性电路分析与设计 清水河 孙敏 硕士

6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0508037007 纳米材料与器件 清水河 陈泽祥,陈文彬 硕博共选

7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0508037013 微电子结构光学测试技术 清水河 陈树强 硕博共选

8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046001 信号处理方法及应用 小班研讨 清水河 刘科 硕士

9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046003 计量方法与误差理论 1班 清水河 周秀云,付在明 硕士

10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046008 集成电路诊断测试与可测性设计技术 清水河 谢永乐 硕士

11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117003 复杂系统性能评价和优化 全英文 清水河 胡江平 硕博共选

12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117006 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清水河 邵晋梁 硕博共选

13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117014 小波与稀疏表示 清水河 杨波 硕博共选

14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546004 测试系统集成技术 1班 清水河 王子斌,赖小红 硕士

15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616002 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清水河 李文江,侯晓荣 硕士

16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616003 旋转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清水河 刘治汶 硕士

17 自动化工程学院 0608117011 电气传动与自动控制 1班 清水河 陈章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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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0952126001 多媒体应用编程实践 1班 沙河 吴劲 硕士

19 航空航天学院 1008116005 现代飞行器GNC理论 清水河 李元凯 博士

20 航空航天学院 1008116007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清水河 王振伟 硕博共选

21 航空航天学院 1008117008 系统可测性设计技术 清水河 李志强,何羚 硕士

22 航空航天学院 1008257013 飞行器复合材料结构与设计 清水河 徐焜 硕士

23 数学科学学院 1107146007 概率极限理论 全英文 清水河 彭江艳,王定成 硕博共选

24 数学科学学院 1107147002 计算统计 小班研讨 清水河 韦鵾 硕博共选

25 物理学院 1207026003 量子场论（二） 全英文 清水河 刘晓 硕博共选

26 物理学院 1252085004 微波通信专业学位综合实验1 3班 清水河 李桂萍,刘羽 硕士

27 物理学院 1207026011 等离子体技术及应用 清水河 赵青 硕博共选

28 医学院 1310547002 健康与医疗政策 沙河 郑小华 硕士

29 医学院 1310726002 分子免疫学 沙河 杨露等 硕士

30 医学院 1310727003 肿瘤生物学导论 沙河 杨静,王子艳 硕博共选

31 医学院 1310727005 临床医学进展 沙河 王滟,刘文英 硕博共选

3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02027005 实验经济学 清水河 王啸远 硕士

33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12016007 金融理论 清水河 赵武 博士

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12018006 实证金融专题 清水河 李平 博士

35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12027002 创业管理 清水河 周冬梅 硕士

36 外国语学院 1700005001_2 学术英语 C级40班 沙河 邢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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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外国语学院 1700005001_2 学术英语 C级44班 清水河 李京南 硕士

38 外国语学院 1700005002 博士研究生英语 4班 清水河 LI HUIHUI 博士

39 外国语学院 1700005002 博士研究生英语 7班 清水河 LI HUIHUI,英语组 博士

40 外国语学院 1700025001 中国哲学经典双语阅读 2班 沙河 姚连兵 硕士

41 外国语学院 1700025001 中国哲学经典双语阅读 3班 沙河 姚连兵 硕士

42 外国语学院 1705027009 西方20世纪文学思潮 清水河 周劲松 硕士

43 外国语学院 1705027013 中西翻译史 清水河 熊宣东 硕士

44 体育部 2000025001 体育技能、欣赏与文化 篮球8班 沙河 李新文 硕士

45 体育部 2000025001 体育技能、欣赏与文化 自卫防身术4班 清水河 赵章志 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