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课平台 线上课程名称、编号 学生登录方式 全校联调时间 咨询联系方式（邮箱）

自动化 2400006 自动化仪表 2400006.01 茅大钧 微信群：2020自动化仪表课程 智慧树 自动化仪表、K224264 知到APP 3月2日7、8节 maodajun@sina.cn

自动化 2400006 自动化仪表 2400006.02 陈辉 微信群：2020自动化仪表2学分联系群 智慧树 自动化仪表、K251621 知到APP 3月2日5、6节 chenhui@shiep.edu.cn

2 自动化 2400007 自动化仪表 2400007.01 崔承刚 微信群：自动化仪表2019-2020-2-崔承刚 智慧树 自动化仪表、K704006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cgcui@shiep.edu.cn

3 自动化 2403299 自动化装置与系统 2403299.01 李辉 微信群：自动化装置与系统17级卓越班 智慧树 自动化装置与系统、K168385 知到APP 3月2日5、6节 elmerlee@163.com

自动化 2403302 工业控制网络 2403302.01 潘晓磊 微信群：工业控制网络01、03潘晓磊班 智慧树 工业控制网络、K377673 知到APP 3月2日1、2节 xiaolei.p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02 工业控制网络 2403302.02 陈辉 微信群：2020工业控制网络2学分联系群 智慧树 工业控制网络、K527692 知到APP 3月2日7、8节 chenhu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02 工业控制网络 2403302.03 潘晓磊 微信群：工业控制网络01、03潘晓磊班 智慧树 工业控制网络、K377673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xiaolei.p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02 工业控制网络 2403302.04 崔承刚 微信群：工业控制网络2020-崔承刚 智慧树 工业控制网络、K443475 知到APP 3月1日7、8节 cgcu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1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 2400014.01 甄兰兰 QQ群：953045690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能动菁英班)2019-2020-2

、K992670
知到APP 3月1日6节 zhenlanl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1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 2400014.05 黄云峰 微信群：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2020春季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K207556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huangpc2006@163.com

自动化 240001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 2400014.08 黄云峰 微信群：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2020春季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K207556 知到APP 3月2日1、2节 huangpc2006@163.com

6 自动化 240328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3286.01 甄兰兰 QQ群：953045690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电专业）2019-2020-2

K732335
知到APP 3月1日5节 zhenlanl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1 罗静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luojing@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2 楼俊君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793250645@qq.com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3 王莉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wangl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4 罗静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7、8节 luojing@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5 楼俊君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7、8节 793250645@qq.com

自动化 240005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0050.06 王莉 QQ群:1063216330(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智慧树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气专业）2019-2020-2

K655310
知到APP 3月1日7、8节 wangli@shiep.edu.cn

8 自动化 2403123 计算机硬件技术 2403123.01 罗静 QQ群：1051021202（计算机硬件技术） 智慧树
计算机硬件技术（测控专业）2019-2020-2

K759884
知到APP 3月2日1、2节 luojing@shiep.edu.cn

9 自动化 2415125 计算机硬件技术 2415125.01 王莉 QQ群：717287921（计算机硬件技术测控17）智慧树
计算机硬件技术（测控专业）2019-2020-2

K188541
知到APP 3月2日5、6节 wangl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53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D 2400053.01 赵永熹 QQ群：994069166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D-周四5-6MOOC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等（2学分）2403329etc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5、6节 924795510@qq.com

自动化 2400053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D 2400053.02 程启明 微信群：2020年单片机课程群-程老师 MOOC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等（2学分）2403329etc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7、8节 chengqiming@sina.com

自动化 2403321 单片机系统设计A 2403321.01 王海燕 QQ群：480369763 MOOC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等（2学分）2403329etc 中国大学MOOC3月2日5、6节 wanghaiy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29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 2403329.01 程启明 微信群：2020年单片机课程群-程老师 MOOC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等（2学分）2403329etc 中国大学MOOC3月2日5、6节 chengqiming@sina.com

自动化 2415126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 2415126.01 王海燕 QQ群：1051325792 MOOC 单片机设计及应用等（2学分）2403329etc 中国大学MOOC3月2日7、8节 wanghaiy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42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403342.01 楼俊君 QQ群：562174804（单片机卓越班答疑群） MOOC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等（3学分）2415142etc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3节 793250645@qq.com

自动化 2415142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 2415142.01 赵永熹 QQ群：930545746单片机设计与应用3学分 MOOC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等（3学分）2415143etc 中国大学MOOC3月2日1、2节 924795510@qq.com

12 自动化 2403295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实验 2403295.01 楼俊君 QQ群：562174804（单片机卓越班答疑群） MOOC 单片机与接口技术实验2403295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4节 793250645@qq.com

13 自动化 2415127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高级） 2415127.01 刘刚 QQ群：1033084040 智慧树 单片机设计与应用（高级）：k697703 知到APP 3月1日6节 liugang@shiep.edu.cn

14 自动化
2400016 信号与系统J 2400016.06 徐晓丽

QQ群：966564092（信号与系统J） 智慧树 信号与系统、K732506 知到APP 3月1日8节 xuxiaoli@shie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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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1 徐春梅 QQ群：792154936（信号与系统(自动化XCM）)智慧树 3月2日3、4节 xuchunme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2 余洁 QQ群：567220960（信号与系统2020(自动化YJ）)智慧树 3月2日3、4节 toyujie@126.com

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3 盛文娟 QQ群：795362879（信号与系统盛老师答疑群）智慧树 3月2日3、4节 sarah1108@163.com

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4 盛文娟 QQ群：795362879（信号与系统盛老师答疑群）智慧树 3月2日3、4节 sarah1108@163.com

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5 徐春梅 QQ群：789236658（信号与系统(测控XCM））智慧树 3月2日3、4节 xuchunmei@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250 信号与系统 2403250.06 余洁 QQ群：805731074（信号与系统2020（测控YJ））智慧树 3月2日3、4节 toyujie@126.com

16 自动化 2403327 信号与系统 2403327.01 徐晓丽 QQ群：881259489(信号与系统自卓) 智慧树 信号与系统、K743928 知到APP 3月1日7节 xuxiaoli@shiep.edu.cn

17 自动化 2400017 电机拖动与运动控制J 2400017.01 吕学勤 QQ群：1063171334 智慧树 电机拖动与运动控制、K315177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lvxueqi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336 运动控制系统 2403336.01 黄伟 QQ群：824630694（2020运动控制系统课程群）智慧树 运动控制系统，K155366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shiephw@163.com

自动化 2403336 运动控制系统 2403336.02 吕学勤 QQ群：1063061723 智慧树 运动控制系统、K351034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lvxueqi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0038 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J 2400038.01 彭道刚 QQ群:1051833330(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J) 智慧树 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k124812 知到APP 3月2日7节 pengdaogang@126.com

自动化 2400038 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J 2400038.09 钱玉良 QQ群:1051833330(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J) 智慧树 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论、k124812 知到APP 3月2日7节 pengdaogang@126.com

20 自动化 2403001 热工测量仪表 2403001.01 张佳民 QQ群:1063553933 智慧树 热工测量仪表K850457 知到APP 3月2日7、8节 657758015@qq.com

21 自动化 2415139 电子测量线路设计 2415139.01 张佳民 QQ群：952984343 智慧树 电子测量线路设计K908462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657758016@qq.com

自动化 2403002 自动控制原理及系统 2403002.01 张传林 QQ群：1063561942 智慧树 自动控制原理及系统、k398785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clzhang@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002 自动控制原理及系统 2403002.02 贾再一 QQ群：1063561942 智慧树 自动控制原理及系统、k398785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clzhang@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007 自动控制原理 2403007.01 杨旭红 微信群：自控2019/2020（2） 智慧树 自动控制原理：K722893 知到APP 2月29日5、6节 yangxuhong.sh@163.com

23 自动化 2403018 控制系统仿真 2403018.01 杨旭红 微信群：仿真2019/2020（2） 智慧树 控制系统仿真：K452339 知到APP 2月29日7、8节 yangxuhong.sh@163.com

自动化 2403023 可编程控制技术 2403023.01 于会群 QQ群（可编程控制技术17151-17154 MOOC 可编程控制技术2403023 中国大学MOOC3月2日2节 yuhuiqu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023 可编程控制技术 2403023.02 周建萍 QQ群（可编程控制技术17151-17154 MOOC 可编程控制技术2403023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7、8节 3909073@qq.com

自动化 2403023 可编程控制技术 2403023.03 周建萍 QQ群（可编程控制技术17151-17154 MOOC 可编程控制技术2403023 中国大学MOOC3月1日7、8节 3909073@qq.com

自动化 2403023 可编程控制技术 2403023.04 李志斌 QQ群（可编程控制技术17151-17154 MOOC 可编程控制技术2403023 中国大学MOOC2月29日5、6节 thermal_li@163.com

25 自动化 2403027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2403027.01 郑鹏远 QQ群925169404(现代控制理论课程群2020) 智慧树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K668386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autocontrol2015@163.com

26 自动化
2403030 电厂控制系统 2403030.01 潘晖

QQ群：1032938496（电厂控制系统201920202）智慧树
电厂控制系统2019-2020-2：

K799332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panhui001@163.com

自动化
2403033 分散控制系统 2403033.01 钱玉良

微信群：分散控制系统201920202 智慧树
分散控制系统2019-2020-22019-

2020-2：K586712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qyl007@hotmail.com

自动化
2403033 分散控制系统 2403033.02 钱玉良

微信群：分散控制系统201920202 智慧树
分散控制系统2019-2020-22019-

2020-2：K586712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qyl007@hotmail.com

自动化 2403252 自动化专业英语 2403252.01 李芹 QQ群名称：868069897（自动化专业英语-李芹-2020）智慧树 3月1日1、2节 katherine_liqin@foxmail.com

自动化 2403252 自动化专业英语 2403252.02 苏晓燕 QQ群名称：868069897（自动化专业英语-李芹-2020）智慧树 3月1日1、2节 suxiaoya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252 自动化专业英语 2403252.03 李芹 QQ群名称：868069897（自动化专业英语-李芹-2020）智慧树 2月29日5、6节 katherine_liqin@foxmail.com

自动化
2403271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271.01 孙宇贞

QQ群：1062454986 智慧树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2学分-

2403271.012019-2020-2：

K488575

知到APP 3月2日1节 sunyuzhen@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271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271.02 赵慧荣

QQ群：838787232 智慧树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271.02） K644725
知到APP 2月29日3、4节 hrzhao@shiep.edu.cn

自动化
2403271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271.03 赵慧荣

QQ群：519814996 智慧树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271.03） K778524
知到APP 2月29日1、2节 hrzhao@shiep.edu.cn

29

自动化专业英语2019-2020-

2:K417842
知到APP

信号与系统、K263753 知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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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自动化
2403337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2403337.01 孙宇贞

QQ群：741497716 智慧树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3学分-

2403337.012019-2020-2：

K102745

知到APP 3月1日7、8节 sunyuzhen@shiep.edu.cn

31 自动化 2403297 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 2403297.01 黄伟 QQ群：978401255（2020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群）智慧树 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K593997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shiephw@163.com

32 自动化 2403298 仪器仪表设计 2403298.01 郑小霞 QQ群：985151694 智慧树 仪器仪表设计，K887945 知到APP 3月1日1、2节 zhengxiaoxia@shiep.edu.cn

33 自动化
2403328 电站对象建模与仿真 2403328.01 康英伟

QQ群：783233945（课程答疑群） 智慧树
电站对象建模与仿真2019-2020-

2：K156361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controlkyw@126.com

34 自动化
2403341 面向对象编程技术 2403341.01 张军

QQ群：884363527 中国大学慕课面向对象编程技术

中国大学慕课

电脑端或手机

端

3月1日1、2节 453636628@QQ.com

自动化
2403345 计算机分散控制系统 2403345.01 张栋良

QQ群：1033395860 智慧树
计算机分散控制系统20019-

2020-2
知到APP 3月2日1、2节 fire_zdl@163.com

自动化
2403345 计算机分散控制系统 2403345.02 张栋良

QQ群：837713292 智慧树
计算机分散控制系统20019-

2020-2
知到APP 3月2日3、4节 fire_zdl@163.com

自动化 2415002 检测技术 2415002.01 李志斌 QQ群：958640002 超星 检测技术 超星学习通 2月29日1、2节 lizhibin@shiep.edu.cn

自动化 2415002 检测技术 2415002.02 张佳民 QQ群：797794151 超星 检测技术 超星学习通 2月29日1、2节 657758015@qq.com

自动化
2415007 计算机测控技术 2415007.01 黄福珍

QQ群：1063405503（计算机测控技术答疑群）智慧树
计算机测控技术2019-2020-2、

K759582
知到APP 2月29日3、4节 huangfzh@shiep.edu.cn

自动化
2415007 计算机测控技术 2415007.02 张栋良

QQ群：1063405503（计算机测控技术答疑群）智慧树
计算机测控技术2019-2020-2、

K759582
知到APP 2月29日3、4节 fire_zdl@163.com

自动化 2415111 测控仪器联网技术 2415111.01 张国伟 QQ群：646566092，测控仪器联网技术（张老师）智慧树 测控仪器联网技术、K346441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13917408956@163.com

自动化 2415111 测控仪器联网技术 2415111.02 韩文花 QQ群：1030393319，测控仪器联网技术（韩老师）智慧树 测控仪器联网技术、K624434 知到APP 3月1日3、4节 hanwenhua@shiep.edu.cn

39 自动化
2415124 工业控制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2415124.01 徐春梅

QQ群：784783276 智慧树
工业控制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K235731

知到APP 3月1日1节  xuchunmei@shiep.edu.cn

自动化 2415144 工程光学C 2415144.01 任海霞 QQ群：1019916848 智慧树 工程光学C、K798939 知到APP 2月29日3、4节 renhaixia@shiep.edu.cn

自动化 2415144 工程光学C 2415144.01 任海霞 QQ群：1019916848 智慧树 工程光学C、K798939 知到APP 3月1日5、6节 renhaixia@shiep.edu.cn

41 自动化 2403272 核仪表系统 2403272.01 杨婷 QQ群：1062769366 超星 核仪表系统 超星泛雅慕课平台/学习通3月2日5、6节 yangting@shiep.edu.cn

42 自动化 2433001 反应堆物理与热工水力基础 2433001.01 杨婷 微信群：反应堆物理 MOOC 反应堆物理与热工水力基础 电脑端中国大学MOOC官网3月1日3、4节 yangting@shiep.edu.cn

43 自动化 24Y0003 机器视觉 24Y0003.01 刘刚 QQ群：438417215 智慧树 机器视觉：K222081 知到APP 3月1日5节 liugang@shie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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