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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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设计（4）●
(1-2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张湛/(2020-2021-1)-

ID307-1/媒体大楼B303/总

学时:16/学分:1

交通工具设计◇
(1-4节,6-11节)7-16周/闵行

未排地点/傅炯/(2020-2021-

1)-ID323-1/媒体大楼

B303/总学时:100/学分:5

2

3

4

中午
5

6 交通工具设计基础◇
(6-11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春荣/(2020-2021-1)-

ID313-1/媒体大楼B303/总

学时:48/学分:3

交互设计技术基础◇
(6-11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吴湛微/(2020-2021-1)-

ID325-1/媒体大楼B305/总

学时:48/学分:3

产品设计（2）◇
(6-9节)1-10周/闵行 未排地

点/韩挺/(2020-2021-1)-

ID310-1/媒体大楼B303/总

学时:80/学分:5

产品设计（2）◇
(6-9节)1-10周/闵行 未排地

点/韩挺/(2020-2021-1)-

ID310-1/媒体大楼B303/总

学时:80/学分:5

交通工具设计◇
(1-4节,6-11节)7-16周/闵行

未排地点/傅炯/(2020-2021-

1)-ID323-1/媒体大楼

B303/总学时:100/学分: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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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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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原理◇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1/刘小凯/(2020-2021-1)-

AR309-1/限本专业学生选

择/总学时:32/学分:2

建筑结构（1）◇
(1-2节)9-16周/闵行 东中院

4-402/周岱/(2020-2021-1)-

AR301-1/限建筑专业/总学

时:32/学分:2

2

3 外国古代建筑史◇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4/赵冬梅/(2020-2021-1)-

AR221-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建筑物理◇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4/兰丽/(2020-2021-1)-

AR319-1/无/总学时:64/学分

:4

建筑结构（1）◇
(3-4节)9-16周/闵行 东中院

4-402/周岱/(2020-2021-1)-

AR301-1/限建筑专业/总学

时:32/学分:2

建筑构造（2）◇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4/张海翱/(2020-2021-1)-

AR218-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建筑物理◇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4/兰丽/(2020-2021-1)-

AR319-1/无/总学时:64/学分

:4

4

中午
5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111/安维复/(2020-2021-1)-

TH007-3/无/总学时:48/学分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3周(单),4-16周/闵

行 中院111/贾鹏飞/(2020-

2021-1)-TH007-17/无/总学

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211/周露平/(2020-2021-1)-

TH007-16/无/总学时:48/学

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112/邹汉阳/(2020-2021-1)-

TH007-6/无/总学时:48/学分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318/刘立萍/(2020-2021-1)-

下午

7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吕爱民,陶聪/(2020-2021-

1)-AR307-1/限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405、

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蔡军,张健/(2020-2021-

1)-AR307-1/限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405、

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蔡军,张健/(2020-2021-

1)-AR307-1/限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405、

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吕爱民,陶聪/(2020-2021-

1)-AR307-1/限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405、

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2-

1）◇
(7-10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8



点/孙昊德,张海翱/(2020-

2021-1)-AR307-1/限建筑学

专业,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

405、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8

TH007-5/无/总学时:48/学分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闵行 上院

213/祝薇/(2020-2021-1)-

TH007-4/无/总学时:48/学分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2周/闵行 中院111/邓

军/(2020-2021-1)-TH007-

17/无/总学时:48/学分:3

点/张海翱,孙昊德/(2020-

2021-1)-AR307-1/限建筑学

专业,建筑学专用教室下院

405、406ZOOM号

：67204112735；密码

：19663373/总学时:128/学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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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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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摄影◇
(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张帆/(2020-2021-1)-

AD232-1/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6179910715；密码

：91595881/总学时:32/学分

:2

室内设计（3）◇
(1-4节)1-12周/闵行 中院

404/赵明/(2020-2021-1)-

AD309-1/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3217373375；密码

：26534181/总学时:96/学分

:6

装饰材料与构造◇
(1-6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杨海勇/(2020-2021-1)-

AD236-2/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3869729605；密码

：34345981/总学时:48/学分

:3

室内设计（3）◇
(1-4节)1-12周/闵行 中院

404/赵明/(2020-2021-1)-

AD309-1/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3217373375；密码

：26534181/总学时:96/学分

:6

2

3

4

中午
5

6 景观设计（1）◇
(6-11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苏晓静/(2020-2021-1)-

AD311-1/媒体大楼B503/总

学时:96/学分:6

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

法◇
(8-10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苏晓静/(2020-2021-1)-

AD308-1/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6654956110；密码

：36970870/总学时:48/学分

:3

景观设计（1）◇
(6-11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苏晓静/(2020-2021-1)-

AD311-1/媒体大楼B503/总

学时:96/学分:6

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

法◇
(7-9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苏晓静/(2020-2021-1)-

AD308-1/媒体大楼

B503ZOOM号

：66654956110；密码

：36970870/总学时:48/学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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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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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文化设计◇
(1-4节,6-9节)5-16周/闵行

未排地点/李金娟/(2020-

2021-1)-AD303-1/媒体大楼

B405/总学时:96/学分:6

包装设计（2）◇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鹏程/(2020-2021-

1)-AD305-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4686805821；密码

：84969919/总学时:96/学分

:6

包装设计（2）◇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鹏程/(2020-2021-

1)-AD305-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4686805821；密码

：84969919/总学时:96/学分

:6

展示与专卖设计◇
(1-4节,6-9节)1-6周/闵行 未

排地点/刘博/(2020-2021-1)-

AD304-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2697720386；密码

：33109240/总学时:48/学分

:3

Flash动画设计◇
(1-6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周年国/(2020-2021-1)-

AD216-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7494861972；密码

：42009379/总学时:48/学分

:3

2

3

4

中午
5

6 品牌文化设计◇
(1-4节,6-9节)5-16周/闵行

未排地点/李金娟/(2020-

2021-1)-AD303-1/媒体大楼

B405/总学时:96/学分:6

包装设计（2）◇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鹏程/(2020-2021-

1)-AD305-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4686805821；密码

：84969919/总学时:96/学分

:6

包装设计（2）◇
(1-4节,6-7节)1-8周/闵行 未

排地点/李鹏程/(2020-2021-

1)-AD305-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4686805821；密码

：84969919/总学时:96/学分

:6

展示与专卖设计◇
(1-4节,6-9节)1-6周/闵行 未

排地点/刘博/(2020-2021-1)-

AD304-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2697720386；密码

：33109240/总学时:48/学分

:3

装饰材料与构造◇
(6-9节)1-12周/闵行 未排地

点/杨海勇/(2020-2021-1)-

AD236-1/媒体大楼

B405ZOOM号

：68717309502；密码

：71541981/总学时:48/学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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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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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
(1-2节)1-8周/闵行 东下院

408/安渊/(2020-2021-1)-

AB207-1/2018级园林专业与

2019级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合上/总学时:32/学分:2

植物生理学◇
(1-4节)1-8周/闵行 东下院

203/刘群录,马莉/(2020-

2021-1)-PL323-1/限本专业

/总学时:32/学分:2

植物生理学实验●
(1-4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群录/(2020-2021-1)-

PL307-1/农生实验中心；限

本专业/总学时:32/学分:1

生态学◇
(1-2节)1-8周/闵行 东下院

408/安渊/(2020-2021-1)-

AB207-1/2018级园林专业与

2019级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合上/总学时:32/学分:2

园林历史◇
(1-2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4-204/王云,莫非/(2020-

2021-1)-GA207-1/无/总学时

:32/学分:2

风景写生（A类）○
(1-6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陈霆,李钢/(2020-2021-

1)-DR301-1/排虚拟时间

；限本专业；暑期授课/总

学时:96/学分:3

2

3 城市规划原理◇
(3-4节)9-16周/闵行 东上院

407/王林,游猎/(2020-2021-

1)-GA333-1/无/总学时

:32/学分:2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3-4节)1-16周/闵行 东中院

3-304/殷杉/(2020-2021-1)-

PL319-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城市规划原理◇
(3-4节)9-16周/闵行 东上院

407/王林,游猎/(2020-2021-

1)-GA333-1/无/总学时

:32/学分:2

三大构成◇
(3-5节)1-12周/闵行 东中院

4-501/陈霆,李强/(2020-

2021-1)-AB204-1/限本专业

；/总学时:48/学分:2

4

中午
5

6 模型设计◇
(6-9节)9-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朱黎青,王玲/(2020-2021-

1)-ID210-1/制图教室

201；限本专业/总学时

:32/学分:1

设计思维◇
(6-8节)9-16周/闵行 东下院

113/林迅/(2020-2021-1)-

AD117-1/限园林专业/总学

时:32/学分:2

园林生态综合实验●
(6-9节)1-12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春江,康宏樟,殷杉,申

广荣/(2020-2021-1)-AB320-

1/农生院实验中心207室

，4-5人一组，刘春江老师

12学时，康宏樟老师8学时

，申广荣老师8学时，殷杉

老师20学时。/总学时:88/学

分:1.5

园林植物综合实验●
(6-8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张荻,罗震伟,李洁/(2020-

2021-1)-AB321-2/农生院实

验中心/总学时:48/学分:1.5

园林植物综合实验●
(6-8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唐东芹,李洁,杜红梅

/(2020-2021-1)-AB321-1/农

生院实验中心/总学时:48/学

分:1.5

下午

7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
(7-10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王云,张洋/(2020-2021-

1)-GA331-1/第一周农生创

新楼B楼104，2-16周农生制

图教室203、207/总学时

:64/学分:3

8

9

设计思维◇
(9-9节)9-16周/闵行 东中院

4-101/林迅/(2020-2021-1)-

AD117-1/限园林专业/总学

时:32/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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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