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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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 职称 课程名称
课程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
（包括校平台、省平台、
中国大学mooc平台等）

教务系统选课课号 学分 人数 课程性质

1 胡耿然 讲师 密码学 校平台 (2020-2021-2)-A2700180-41763-1 3 59 专业必修

2 袁理锋 讲师 计算机组成原理(甲） 校平台 (2020-2021-2)-A2700800-41978-1 4 81 专业必修

3 张祯 副教授 操作系统（甲） 省平台、cms (2020-2021-2)-A2701290-06036-1 3 80 专业必修

4 王慧 讲师 数据结构（甲） 校平台 (2020-2021-2)-A2701410-41764-1 3 48 专业必修

5 胡耿然 讲师 离散数学(甲) 校平台 (2020-2021-2)-A2707040-41763-1 4 47 专业必修

6 徐明 教授 计算机网络（甲） 校平台 (2020-2021-2)-A270706s-40164-1 4 80 专业必修

7 邱洪君 讲师 计算机网络（甲） 校平台 （2020-2021-2）-A270706s-41173-1 4 52 专业必修

8 伍益明 副教授 计算机网络(甲)
中国大学MOOC和校平台，

校平台
(2020-2021-2)-A270706s-41837-1 4 85 学科必修

9 叶挺聪 讲师 嵌入式系统原理 校平台 (2020-2021-2)-B2700910-41945-1 2 24 专业选修

10 汪云路 讲师 信息论与编码 校平台 (2020-2021-2)-B2701220-40895-1 2 17 学科选修

11 邱洪君 讲师 计算机网络管理 校平台 （2020-2021-2）-B270136s-41173-1 3 16 专业选修

12 许艳萍/徐明 讲师/教授 路由与交换技术
校平台、中国大学mooc平

台
(2020-2021-2)-B2701380-42085-1 2.5 16 学科选修

13 乔通 副教授 数字图像处理 校平台 (2020-2021-2)-B2701450-41887-2 2 23 选修

14 汪云路 讲师 信息隐藏技术 校平台 (2020-2021-2)-B270501s-40895-1 2 17 学科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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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慧 讲师 信息隐藏技术 校平台 (2020-2021-2)-B270501s-41764-1 2 44 专业选修

16 张祯 副教授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 省平台、cms (2020-2021-2)-S2701300-06036-1 2 73 专业必修

17 胡丽琴 讲师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校平台 (2021-2022-1)-A2700170-1 2 44 专业必修

18 姚晔 副教授 程序设计基础 校平台/拼题网 (2021-2022-1)-A2700280-3 4 39 专业必修

19 汪云路 讲师 信号与系统 校平台 (2021-2022-1)-A270074s-1 3.5 44 专业必修

20 汪云路 讲师 信号与系统 校平台 (2021-2022-1)-A270074s-2 3.5 36 专业必修

21 袁理锋 讲师 计算机组成原理(甲） 校平台 (2021-2022-1)-A2700800-1 4 84 专业必修

22 许艳萍 讲师
网络安全理论与技术

（乙)
校平台、中国大学mooc平

台
(2021-2022-1)-A2701480-3 3 106 专业必修

23 伍益明 副教授 网络设计与集成 校平台 (2021-2022-1)-A2708080-1 2 27 专业必修

24 王慧 讲师 网络编程 校平台 (2021-2022-1)-B2700380-1 2 104 专业限选

25 乔通 副教授 通信原理 校平台 (2021-2022-1)-B2701460-1 2 22 选修

26 乔通 副教授 通信原理 校平台 (2021-2022-1)-B2701460-2 2 43 选修

27 王慧 讲师 信息隐藏技术 校平台 (2021-2022-1)-B270501s-1 2 33 专业限选

28 汪云路 讲师 信息隐藏技术 校平台 (2021-2022-1)-B270501s-2 2 40 专业选修

29 姚晔 副教授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校平台/拼题网 (2021-2022-1)-S2700710-3 2 42 专业必修

30 邱洪君 讲师 生产实习 校平台 (2021-2022-1)-S2700750-1 1 34 专业必修

31 邱洪君 讲师 创新实践A 校平台 (2021-2022-1)-S2701311-1 1 10 专业必修



32 许艳萍 讲师
网络安全理论与技术课程

设计（乙）
校平台、中国大学mooc平

台
(2021-2022-1)-S2701500-3 3 105 专业必修

33 邱洪君 讲师 数据挖掘 校网络教学平台 (2020-2021-2)-Z327011-1 2 20 专业选修

34 乔通 副教授 数字取证 泛雅平台 (2020-2021-2)-Z327021-1 2 31 专业选修

35 姚晔 副教授 信息隐藏 超星泛雅 (2020-2021-2)-Z327022-1 2 36 专业选修

36 邱洪君 讲师 高级计算机网络 校网络教学平台 (2021-2022-1)-Z127001-2 3 81 专业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