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7工业设计课表 专业：工业设计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家具设计◇
(1-4节)1-12周/闵行 未排地

点/张湛/(2020-2021-1)-

ID317-1/媒体大楼

B305ZOOM号

：66760490480；密码

：57411074/总学时:48/学分

:3

感性工学◇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张帆/(2020-2021-1)-

ID415-1/媒体大楼

B305ZOOM号

：63146864693；密码

：54696218/总学时:48/学分

:3

2

3 市场营销学（B类）◇
(3-5节)1-16周/闵行 上院

107/井淼/(2020-2021-1)-

BU311-8/仅限安泰学生和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总学

时:48/学分:3

4

中午
5

6 创意美学实践◇
(6-9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张湛/(2020-2021-1)-

ID414-1/媒体大楼

B305ZOOM号

：64537730625；密码

：42676264/总学时:32/学分

:2

感性工学◇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张帆/(2020-2021-1)-

ID415-1/媒体大楼

B305ZOOM号

：63146864693；密码

：54696218/总学时:48/学分

:3

市场营销学（B类）◇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310/才凤艳/(2020-2021-1)-

BU311-7/全英文授课，仅

限安泰学生和工业设计专

业学生。/总学时:48/学分:3

下午

7

8

9

10

晚上

11 市场营销学（B类）◇
(11-13节)1-16周/闵行 下院

106/侯建荣/(2020-2021-1)-

BU311-9/仅限安泰学生和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总学

时:48/学分:3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7建筑学课表 专业：建筑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环境行为心理学◇
(1-2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4-206/秦丹尼/(2020-2021-

1)-AR211-1/无/总学时

:32/学分:2

建筑设备◇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12/赖达祎,张会波/(2020-

2021-1)-AR420-1/无/总学时

:32/学分:2

制造实践(B类)▲
(1-4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陶波/(2020-2021-1)-

ME122-2/学生创新中心/总

学时:64/学分:2

2

3 当代建筑与思潮◇
(3-4节)1-8周/闵行 东中院4-

501/吴建/(2020-2021-1)-

AR412-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城乡规划原理◇
(3-4节)9-16周/闵行 东上院

407/王林,游猎/(2020-2021-

1)-AR421-1/无/总学时

:32/学分:2

建筑材料与施工◇
(3-4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3-402/侯东伟/(2020-2021-

1)-AR312-1/限建筑专业/总

学时:32/学分:2

场地设计◇
(3-4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4-403/游猎/(2020-2021-1)-

AR400-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当代建筑与思潮◇
(3-4节)1-8周/闵行 东中院4-

501/吴建/(2020-2021-1)-

AR412-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城乡规划原理◇
(3-4节)9-16周/闵行 东上院

407/王林,游猎/(2020-2021-

1)-AR421-1/无/总学时

:32/学分:2

4

中午
5

6

下午

7 建筑设计及原理（3-

1）◇
(7-10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马文军,吴建,玄峰,游猎

/(2020-2021-1)-AR403-1/限

建筑学专业，建筑学专用

教室下院407、507ZOOM号

：61841741669；密码

：14910575/总学时:128/学

分:8

建筑文化◇
(7-8节)1-16周/闵行 上院

103/刘杰/(2020-2021-1)-

AR406-1/ 限建筑学专业/总

学时:32/学分:2

建筑设计及原理（3-

1）◇
(7-10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马文军,游猎,玄峰,吴建

/(2020-2021-1)-AR403-1/限

建筑学专业，建筑学专用

教室下院407、507ZOOM号

：61841741669；密码

：14910575/总学时:128/学

分:8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7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景观设计（4）◇
(1-4节,6-7节)1-9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惠军/(2020-2021-

1)-AD405-1/媒体大楼

B505/总学时:96/学分:6

景观设计（4）◇
(3-4节,6-9节)10-16周/闵行

未排地点/李惠军/(2020-

2021-1)-AD405-1/媒体大楼

B505/总学时:96/学分:6

2

3

4

中午
5

6 景观设计（4）◇
(1-4节,6-7节)1-9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惠军/(2020-2021-

1)-AD405-1/媒体大楼

B505/总学时:96/学分:6

景观设计（4）◇
(3-4节,6-9节)10-16周/闵行

未排地点/李惠军/(2020-

2021-1)-AD405-1/媒体大楼

B505/总学时:96/学分:6

下午

7 专业讲座▲
(7-10节)5-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赵明/(2020-2021-1)-

AD408-1/媒体大楼B505/总

学时:48/学分:3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7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课
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毕业设计与论文开题辅

导◇
(1-8节)1-4周/闵行 未排地

点/李金娟/(2020-2021-1)-

AD406-1/媒体大楼

B403ZOOM号

：62740341228；密码

：62680703/总学时:32/学分

:2

时尚与品牌设计（一

）◇
(1-4节,6-9节)1-6周/闵行 未

排地点/丁希凡/(2020-2021-

1)-AD401-1/媒体大楼

B403ZOOM号

：68186647526；密码

：37166304/总学时:32/学分

:3

时尚与品牌设计（二

）◇
(1-4节,6-9节)7-12周/闵行

未排地点/丁希凡/(2020-

2021-1)-AD402-1/媒体大楼

B403/总学时:32/学分:3

跨媒体综合设计（一

）◇
(1-4节,6-9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萧冰/(2020-2021-1)-

AD403-1/媒体大楼

B403ZOOM号

：65127068533；密码

：99032823/总学时:64/学分

:4

跨媒体综合设计（二

）◇
(1-4节,6-9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点/周年国/(2020-

2021-1)-AD404-1/媒体大楼

B403/总学时:64/学分:4

2

3

4

中午
5

6 时尚与品牌设计（一

）◇
(1-4节,6-9节)1-6周/闵行 未

排地点/丁希凡/(2020-2021-

1)-AD401-1/媒体大楼

B403ZOOM号

：68186647526；密码

：37166304/总学时:32/学分

:3

时尚与品牌设计（二

）◇
(1-4节,6-9节)7-12周/闵行

未排地点/丁希凡/(2020-

2021-1)-AD402-1/媒体大楼

B403/总学时:32/学分:3

跨媒体综合设计（一

）◇
(1-4节,6-9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萧冰/(2020-2021-1)-

AD403-1/媒体大楼

B403ZOOM号

：65127068533；密码

：99032823/总学时:64/学分

:4

跨媒体综合设计（二

）◇
(1-4节,6-9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点/周年国/(2020-

2021-1)-AD404-1/媒体大楼

B403/总学时:64/学分:4

下午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7园林课表 专业：园林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1-3节)1-11周/闵行 东中院

4-306/王玲,潘浩之/(2020-

2021-1)-GA402-1/申请智慧

教室；限本专业选修/总学

时:33/学分:2

2

3
园林树木栽培学◇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3/申晓辉,谢强/(2020-

2021-1)-GA338-1/无/总学时

:32/学分:24

中午
5

6

下午

7 园林工程学◇
(7-9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4-406/李强/(2020-2021-1)-

GA337-1/限本专业选修。

/总学时:48/学分:3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