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代码 课程名称 上课教室 代码 课程名称 上课教室 代码 课程名称 上课教室 代码 课程名称 上课教室 代码 课程名称 上课教室

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1班 大学生活动中心 11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班
大学生活动

中心
12005 体育教育学理论专题（1） 教学楼314 12031 法学原理与法制教育研究 教学楼509 13019 乒乓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1

14003 体育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学术报告厅 12041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1班 教学楼315

12030 中外伦理思想评析与道德教育研究 教学楼509 12032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 教学楼509 12033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教学楼509 12011 组织化学 学术报告厅

12016 运动生理学实验理论(1) 教学楼513 12017 运动生理学实验理论(2) 教学楼514 12041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2班 教学楼315

13035 运动心理学研究方法 教学楼505 13035 运动心理学研究方法 教学楼505

14007 逻辑学专题1班
大学生活动

中心

14005 体育研究案例解析1班 教学楼315 14005 体育研究案例解析2班 教学楼509 13030 体育行政管理硕士专题 教学楼509 12025 武术格斗及养生理论 教学楼511 13030 体育行政管理硕士专题 教学楼509

13024 武术套路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4007 逻辑学专题2班
大学生活动

中心
12006 体育教育学理论专题（2） 教学楼314 13010 运动生物化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1 13009 运动生物力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7

13023 体育养生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09 运动生物力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308 13013 运动训练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7 13023 体育养生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12
体育统计测量评价方向硕士专业

课
教学楼402 13038 艺术体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301

12022 高级运动心理学概论 教学楼315 13003 体育管理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3001 体育社会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06 运动机能形态学 教学楼502 12002 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进展 教学楼207

13001 体育社会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36 健美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1 13027 思政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4 13002 学校体育理论与研究 教学楼511

13003 体育管理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3017 篮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14 排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1 13014 排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大鹏馆2号排

球场地

13036 健美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1 13019 乒乓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1 13048 羽毛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6 13025 武术技击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06 运动机能形态学 教学楼502 13010 运动生物化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307 13005 体育新闻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31 体能训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7

13016 田径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20 体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12 体育统计测量评价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2

13048 羽毛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6 13031 体能训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2 13035 应用体育科技专业方向课

13005 体育新闻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34 网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3

13027 思政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4 13038 艺术体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301

13002 学校体育理论与研究 教学楼511 13013 运动训练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407

13035 应用体育科技专业方向课

13032 民族民间体育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2 13008 运动生理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32 民族民间体育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2 13017 篮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25 武术技击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9 13022 重竞技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2 13004 体育产业与经济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08 运动生理学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04 体育产业与经济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207 13015 足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3037 体育舞蹈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1 13020 体操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37 体育舞蹈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1 13016 田径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4 13034 网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3

13011 运动心理学专题 教学楼203 13018 游泳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1 13018 游泳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1

13007 运动医学研究方法及进展 教学楼503 13024 武术套路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3015 足球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10

13007 运动医学研究方法及进展 教学楼503 13011 运动心理学专题 教学楼203

13022 重竞技方向硕士专业课 教学楼502

1

注： 2 开课时间自2018年2月26日（周一）始。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春季）课程表（硕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课程代码共五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位为层次代码，即“1”代表硕士层次课程，“3”代表博士课程；第二位为课程类别代码，即“1”为公共必修课，“2”为专业基础课，“3”为专业方向课，“4”为选修

课；后第三、四、五位为课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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