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学年春夏学期研究生课程表

序号 学季 编号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授课语言
（中文/双
语/全英

文)

主讲教师 上课时间 上课教室 备注

1 春 0611286
现代数学概论（分

析部分）
博士 6 中文 李松

周二上午1-3节   
（8：00-10：25）

工商楼4楼
从3月10日开

始上课

2 春 0611286
现代数学概论（概

率论部分）
博士 6 中文 张立新 周三下午6-8节 工商楼4楼

3 夏 0611286
现代数学概论 （偏

微分方程）
博士 6

双语(英文
板书)

王成波 周三上午2-4节 工商楼4楼

4 春 0611286
现代数学概论(代数

部分) 博士 6 中文
李方、刘东

文
周一下午6-8节 工商楼4楼

5 夏 0611286
现代数学概论(科学

计算) 博士 6 双语 胡贤良 周三下午6-8节 工商楼4楼

6 春夏 3522002 现代代数学 硕士 3 中文 吴志祥 周三晚上11—13节 欧阳楼316

7 春夏 0622002 代数拓扑 硕士 3 中文 唐炳康 周五上午1-3节 欧阳楼316

8 春夏 0622004 偏微分方程 硕士 3 中文 王伟(新) 周二下午6-8节 工商楼4楼

9 春夏 0611283 几何分析 博士 3 中文 王枫 周四晚上11-13节 欧阳楼314

10 春夏 0611093 计算复杂性理论 博士 3 中文 胡贤良 周三上午2-4节 欧阳楼314

11 春夏 0611254
表示论方法及其应

用
博士 3 中文 李方 周四晚上11-13节 工商楼105

从3月26日开
始上课



12 春夏 0611164 图形学的新进展 博士 2 中文 蔺宏伟
周四晚上11-12节
（6:30开始）

欧阳楼 316

13 春夏 3511010
量子理论的数学基

础
硕博 3 中文 武俊德 周一下午6—8节 工商楼105

14 春夏 3523014
动力系统与分形几

何
硕士 2 中文 阮火军 周四上午2-3节 欧阳楼 316

15 春夏 0611243 高等数理统计 博士 3 中文 张立新 周二上午2-4节 欧阳楼 316

16 春夏 3511006 现代调和分析 博士 3 中文 王梦 周三上午2-4节 工商楼105

17 春夏 0623036  解析数论 硕士 2 中文 蔡天新 周二上午3-4节 工商楼105

18 春夏 3521011 组合优化 硕士 3 中文 谈之奕 周一下午7-9节 欧阳楼 314

19 春夏 0621144 组合设计 硕士 2 中文 冯涛 周一上午3-4节 欧阳楼 316

20 春夏 0623247 同调代数 硕士 3 中文 于飞 周三下午7-9节 欧阳楼 316

21 春夏 0621238 随机过程 硕士 3 中文 赵敏智 周三上午3-5节 欧阳楼316

22 春夏 0611214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选讲（2）    
博士 2 中文 王伟（大） 周五下午6-7节 欧阳楼316

23 春夏 3521015 现代动力系统理论 硕士 3 中文 周青龙 周三上午3-5节 教十一417

24 春 0611062 广义函数论(上) 博士 2 中文 王伟(新)
周一下午7--8节    
周二上午3--4节

周一下午：欧阳楼316；           
周二上午：欧洋楼314

25 春夏 0621285 二阶椭圆型方程 硕博 3 中文 贾厚玉 周四下午6-8节 工商楼105

26 春夏 0611065 现代数论 博士 2 中文 齐治 周四 上午3-4节 欧阳楼314



27 春夏 3521002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

习
硕士 3 中文

张朋、梁克
维、庞天晓

周五 上午2-4节 工商楼4楼

28 春 0621131
非线性问题的数学

方法
硕士 2 中文 林智 周四下午6-9节 工商楼4楼

29 春夏 0611268 整体黎曼几何 博士 4 中文 许洪伟 周二下午7-10节 数学中心201

30 春夏 0611253 几何曲率流 博士 3 中文 许洪伟 周五下午7-9节 数学中心201

31 春夏 0611046  复流形与复几何 博士 2 中文 徐浩 周二上午2-4节 数学中心201

32 春夏 0611279 整体微分几何 博士 3 中文 赵恩涛 周三上午2-4节 数学中心201

33 春夏 0621014 子流形几何                硕士 3 中文 赵恩涛 周四上午2-4节 数学中心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