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归类
00000245 创新与创业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49 创业经济学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50 创业市场调研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52 专利检索与分析能力训练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54 创新思维与方法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56 智能制造基础实践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59 创新与发明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67 企业经营沙盘实训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78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83 创办你的企业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84 创业思维与实战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296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 创新与创业类
00002601 现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与创业类
00010195 智慧与成功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22 思维训练与学习力提升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40 创业创新领导力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42 创业管理实战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56 创业101：你的客户是谁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57 工程职业伦理 创新与创业类
00W00061 职场沟通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01 科学研究与创新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02 高分子：产品设计新灵感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16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18 走进物联网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21 材料与文明、创新与发展 创新与创业类
HX000022 工程文化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01 探索生命的测量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08 灵巧弹药关键技术与新进展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09 新型传感器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0 工业工程学科前沿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1 纳米显微光学技术学科前沿系列讲座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2 信号采样理论新进展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5 新能源汽车概论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6 现代装备技术前沿及产业发展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18 超快激光及其在阿秒科学中的应用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0 功能材料的未来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2 新型环境能量采集技术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6 量子电磁学前沿导论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7 生物电化学技术在环境工程中应用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8 先进机电伺服控制技术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29 信息系统学科前沿系列讲座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30 并行计算导论 创新与创业类
QY000031 电与磁工程学前沿技术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03 武器系统中的新型探测技术前沿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04 战争之神的今生与来世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05 科学研究与创新 创新与创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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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000007 固体火箭发动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20 科学技术领域中的热科学问题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21 “利用误差消除误差”——控制思想精髓之探究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29 环境问题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30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37 漫谈雷达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39 智能材料与结构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52 我国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对科技英才的素质需求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54 探索机械世界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74 3D打印与创客文化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80 数学桥：小学到大学有多远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81 芯片实验室技术漫谈及器件制作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82 智能科学与机电一体化技术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86 星际航行与太空探索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90 神奇的智能材料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91 高分子材料与现代生活 创新与创业类
YT000092 轻武器开发与创新 创新与创业类
00000153 基础日语I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154 基础德语I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155 基础俄语I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162 雅思听力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168 基础法语I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224 金融学基础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263 新媒体态势下的信息融合与自我表达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297 管理心理学 经济与社会类
00002701 经济学原理 经济与社会类
00004201 普通话语音训练 经济与社会类
00005401 军事地形学与定向越野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062 消费行为学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081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086 演讲与口才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319 社会心理学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333 旅游英语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334 英语口译入门 经济与社会类
00010524 人际沟通技巧 经济与社会类
00030301 手语入门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18 管理学精要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34 心理、行为与文化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39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54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型企业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58 英语语法和写作风格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59 艾滋病、性与健康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60 关爱生命——急救与自救技能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62 科学写作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65 解码国家安全 经济与社会类
00W00066 红色经典导论 经济与社会类
HX000005 经济全球化与大国崛起 经济与社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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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000008 科技英语 经济与社会类
HX00001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经济与社会类
QY000007 行为经济学发展前沿 经济与社会类
00000052 艺术与美育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062 《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083 好莱坞类型电影赏析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099 百年奥斯卡经典电影赏析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111 悬念与科幻电影经典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112 中国当代电影史优秀作品研究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164 英美文学与电影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171 歌唱技术理论基础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204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212 欧洲近代史概论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221 音乐乐理与音乐声学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294 军工文化概论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295 英文流行作品选读与赏析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304 向死而生--大学生生命教育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307 英语表演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308 跨文化英语口语 人文与艺术类
00003601 建筑文化与鉴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004001 金庸小说研究 人文与艺术类
00004601 交响乐欣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005201 欧美文学名著选读 人文与艺术类
000053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人文与艺术类
00006101 中外音乐名作赏析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031 音乐基础理论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036 世界电影史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038 中外旅游知识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085 韩国影视剧的繁荣与流变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113 摄影艺术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178 20世纪世界艺术大师作品欣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188 美国精神与流行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269 现代旅游与审美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365 生活美学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390 欧美流行音乐欣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443 俄罗斯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451 民族器乐视听赏析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478 《三国演义》解读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496 《水浒传》解读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526 现代诗欣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010562 西方建筑艺术赏萃 人文与艺术类
00030501 老子和庄子的智慧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01 中华诗词之美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11 世界建筑史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31 葡萄酒与西方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36 书法鉴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44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南京理工大学第3页 / 共5页



00W00045 当水墨邂逅油彩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48 走进故宫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49 敦煌的艺术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50 中国古建筑文化与鉴赏 人文与艺术类
00W00055 中国戏曲ꞏ昆曲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06 儒释道---中国传统思想概说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09 中国历史变迁：疆域．民族与文化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11 诗词欣赏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12 美术鉴赏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13 西方文化概论 人文与艺术类
HX000014 艺术概论 人文与艺术类
QY000021 中西文化异同分析 人文与艺术类
YT000027 国学通论 人文与艺术类
YT000062 中日文化比较 人文与艺术类
00000011 坦克学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039 现代汽车新技术概论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074 电子产品制作【英】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097 健康与医药知识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04 中国电力与能源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16 生物医学与人类健康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18 人造器官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19 计算机、网络与影视多媒体技术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26 多彩的生物世界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32 Java程序设计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34 网页设计与开发—HTML、CSS、JavaScript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47 MFC编程及应用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48 Flash网页动画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82 算法竞赛专题讲座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197 自动编程软件的应用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00 逆向设计体验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09 生物医学微系统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32 轻武器火力真相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37 数学文化选讲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42 生物钟与健康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62 计算机视觉基础及应用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64 几何趣谈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73 Java基础入门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74 无人驾驶技术概论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76 影视/文学作品中的生物黑科技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77 ANSYS软件建模基础及应用技巧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80 纳米技术与保健品化妆品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86 宝石学基础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87 无处不在的化学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93 无人驾驶汽车概论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98 核与辐射科学漫谈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299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300 无处不在的表面活性剂 自然与科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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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302 思维导图与思维拓展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303 数学建模与系统仿真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305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导论 自然与科技类
00000306 材料微观之美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254 AutoCAD之实体造型技术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284 数学建模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308 AutoCAD计算机二维绘图及实体造型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350 Internet技术及应用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375 MATLAB软件语言及程序设计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462 现代飞行器推进原理 自然与科技类
00010530 GPS卫星导航原理与应用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02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12 从“愚昧”到“科学”-科学技术简史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37 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52 食品营养学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63 人工智能 自然与科技类
00W00064 实验室准入教育 自然与科技类
HX000003 光通信系统漫谈 自然与科技类
HX000019 武器装备概论 自然与科技类
HX000020 化学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类
YT000089 营养与健康 自然与科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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