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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433004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范俊波 硕士 75 半开卷考试 2021-1-4上午9:50-11:50 犀浦校区X9351
(1)范俊波(主)，龙治国（辅），冯涛

（辅）

2 5043301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朱焱 硕士 81 半开卷考试 2021-1-4上午9:50-11:50 犀浦校区X9305 朱焱（主），戴朋林（辅），张生（辅）

3 60413001 通信与信息理论基础※ 代彬 博士 117 开卷考试 2021-1-4下午15:50-17:50
(1考场)犀浦校区X9207

(2考场)犀浦校区X9351

(1)李阳(主)，王千里（辅）

(2)代彬(主)，闫莉（辅），张生（辅）

45人(1考场2019210728-2020200552)

72人(2考场2020200553-2020330031)

4 50434001 射频及微波集成电路设计 冯全源 硕士 38 开卷考试 2020-12-28晩上19:30-21:05 犀浦校区X9207 冯全源（主），李阳（辅）

5 50434020 面向对象系统分析与设计 文登敏 硕士 113 开卷考试 2021-1-4晚上19:00-21:00
(1考场)犀浦校区X9207

(2考场)犀浦校区X9351

(1)叶文霞(主)，闫莉(辅)

(2)文登敏(主)，袁召全(辅)

45人(1考场2019200580-2020210915)

68人(2考场2020210922-2020212408)

6 70434002 非线性光纤光学 潘炜 博士 5 开卷考试+报告 2020-12-29上午9:50-11:25 九里校区4305A 郑狄（主）、李沛轩（辅）

7 60433002 智能控制※ 张翠芳 博士 25 开卷考试 2020-12-30下午14:00-15:35 犀浦校区X9207 楚晓艳（主）、邓涛（辅）

8 70414001 现代信息与通信理论＊ 郝莉等 博士 22 开卷考试 2021-1-6晚上19:00-21:00 九里校区4304A 类先富（主），和红杰(辅)

9 50433003 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 范平志 硕士 130 开卷考试 2020-12-31上午9:50-12:15
(1考场)犀浦校区X9351

(2考场)犀浦校区X9301

(1)范平志(主)，王平(辅)，闫莉(辅)

(2)叶文霞(主)，吴强（辅）

65人(1考场2019220013-2020210828)

64人(2考场 2020210829-2020330022)

10 50433001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孙江 硕士 31 闭卷考试 2020-12-31晚上19:30-21:05 犀浦校区X9207 孙江（主），王千里（辅）

11 50434016 信息安全工程 李晓航 硕士 109 闭卷考试 2021-1-8上午8:00-10:00
(1考场)X9207

(2考场)X9351

(1)李晓航（主），龙治国（辅）

(2)叶文霞(主)，楚晓艳（辅）

42人(1考场2020200491-2020200655)

67人(2考场2020200656-2020212408)

12 60434003 信号检测与估计 邓平 博士 60 开卷考试 2021-1-8下午14:00—15:30 犀浦校区X9351 邓平(主)，徐图(辅)

13 50434026 计算机容错技术 杨扬 硕士 62 闭卷考试 2021-1-8晚上19:00-21:00 犀浦校区X9351 杨扬（主），詹大为（辅）

14 60433003 计算理论基础 胡晓鹏 博士 23 闭卷考试 2021-1-8晚上19:00-21:00 九里4304A 胡晓鹏（主），张新有（辅）

15 60434001 高等数字通信 李里 博士 40 开卷考试 2021-1-11下午14:30-16:30 犀浦校区X9101 李里（主），李威（辅）

16 50433009 算法分析与设计※ 黄海于 硕士 170 闭卷考试 2021-1-12上午9:00-11:00
(1考场)犀浦校区X9351

(2考场)犀浦校区X9208
(3考场)犀浦校区X9239

(1)黄海于(主)，蒋林(辅)

(2)李可（主），李晓航（辅）
(3)詹大为（主），丁星（辅）

56人(1考场2019200580-2020200649)

57人(2考场2020200650-2020210962)
57人(3考场2020210966-2020212407)

17 50433008 列车运行自动控制※ 张亚东 硕士 87 闭卷考试 2021-1-12晚上19:00-21:00
(1考场)犀浦校区X9351

(2考场)犀浦校区X9201

(1)张亚东（主），丁星（辅）

(2)刘刚（主），李晓航（辅）

52人(1考场2019200607-2020211046)

35人(2考场2020211047-202021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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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0434019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楼新远 硕士 51 开卷考试 2021-1-13晚上19:00-21:00 犀浦校区X9136 楼新远（主）、吴宗玲（辅)

19 50434011 公用及轨道交通移动通信系统 方旭明 硕士 69 开卷考试 2021-1-15上午9:00-11:00 犀浦校区X9351 方旭明（主），丁星（辅）

20 60413002 有限域与计算数论＊※ 张文芳 博士 15 闭卷考试 2021-1-14下午14:00-16:00 犀浦校区X9207 张文芳（主），蒋林(辅)

21 50434021 人工智能 戴齐 硕士 120 半开卷 2021-1-14晚上19:00-21:00
(1考场)犀浦校区X9208

(2考场)犀浦校区X9351

(1)戴齐（主），王澍（辅）

(2)刘刚（主），李晓航（辅）

60人(1考场2019200580-2020210878)

60人(2考场2020210884-2020212408)

22 50434012 光通信器件原理及应用 罗斌 硕士 19 开卷考试十报告 2021-1-14下午14:30-16:30 犀浦校区X9204 罗斌(主)，李沛轩(辅) 

1 50434025 可靠性理论＊ 郭进 硕士 66 报告

2 50425004 高级软件设计技术 赵宏宇 硕士 15 报告

3 50433007 计算机网络通信基础※ 陶宏才 硕士 157
期末报告(80%)+平

时成绩(20%)

4 50434013 数字图像处理 和红杰 硕士 144 报告

5 50434014 信息内容理解与识别 张家树 硕士 8 报告

6 50434018 网络化测控技术 邹应全 硕士 6 报告

7 50434028 软件需求工程 何滨 硕士 55 报告

8 60433005 高等密码学※ 唐小虎 博士 21 报告

9 60434012 智能交通系统 闫飞 博士 29 报告

10 60434013 知识表示与发现 陈红梅 博士 7 报告

11 70414003 现代信息安全理论 唐小虎 博士 12 报告

12 70414008 高速铁路大数据技术 李天瑞 博士 3 报告

13 70434004 现代服务模式与技术 孙林夫 博士 47 报告

14 70434011 轨道交通安全管控 李赛飞 博士 5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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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70434012 铁路信号系统安全理论 郭进、李科宏 博士 8 报告

16 50426002 专业实践 刘明慧 硕士 192 报告

说明：（1）请各位同学认真核对自己所选课程的考试时间，考试时请协带学生证、一卡通、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入考场对号入座，未带证件的同学不得进入考场，并提前15分钟到考场参加考试，考试开始请各位学生关闭所有的通信工
具，在多个考场进行考试的课程,请按任课老师的要求到相应考场进行考试。各位监考老师应严格遵守《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考场规则》，提前15分钟到考场安排考试相关事宜，监考老师不得在考场吸烟、闲谈、使用手机、擅自离开考
场和做与监考无关的事。考试结束，监考人员应当清点试卷数目，保证回收与发放试卷数目相等。
（2）以报告和设计形式进行考核的课程以任课老师的要求为准。请各位老师和同学认真落实，保证期末考试工作顺利完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