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

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资源共享课程选课的通知

各位联盟成员高校学生：

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由沙河高教园区内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外交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组建，协作促进高校资源共享、学

科共建、联合创新、校地融合。联盟资源共享课程经过需求对接、课

程遴选、课程建设集聚联盟高校优质资源，瞄准学校师资短板，回应

学生发展需要，课程质量受到选课学生充分肯定。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联盟资源共享课程继续面向联盟成员

高校学生开放选课，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联盟资源共享课程均为线上

教学。本次选课由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资源共享信息系统提供支

撑，网上选课预选即将开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课安排

面向对象：7所联盟成员高校全体本科生

选课地址：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资源共享信息系统

https://shgjlm.buaa.edu.cn（账号：学号，首次登录密码：

shgjlm@7），登录后请尽快进行身份认证，完善手机号重置密码，否

则将无法使用。系统选课操作详见《联盟资源共享课程学生选课操作

手册》（附件 1）。

登录问题：如无法登录，请更换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

搜狐浏览器。

二、选课规则

选课分为两个阶段，即预选阶段和补改选阶段。



1.预选阶段。采用抽签方式，同学们最多可以选择 2门自己喜欢

的课程，没有先后顺序。预选结束后，系统将会开启随机抽签，根据

课程容量，从预选报名学生中抽取不超过课程容量的学生，被抽中的

学生系统显示“已选中”，即为在预选阶段成功选中了这门课。

2.补改选阶段。采用即选即中的方式，未被抽中的学生可以在补

改选阶段进行补选，抽中的学生也可以退选“已选中”课程。此阶段

可选课程为抽签后剩余有容量的课程或学生退选的课程。

三、选课时间表

1.预选时间：2022年 7月 20日 13时-2022年 9月 13日 17时（共

55 天）

2.抽签结果公布时间：9月 14 日 13 时

3.选课结束时间：9 月 22 日 17 时，选课结束后公布点名册，师

生可查看班级。

4.具体选课时间表：

四、联盟共享课程相关规定解读

1.参加选课人员须为联盟成员高校在籍、在校学生。

2.选课时，学生应确认所选课程是否合适，如是否满足先修课程

要求，有无时间冲突问题等，杜绝漏选、错选、多选课程的现象。请

选课阶段 选课开始时间 选课结束时间

预选 2022 年 7月 20日中午 13时 2022年 9月 13日下午17时

预选抽签、发布结果

（系统关闭，期间无法选课）
2022 年 9 月 14 日中午 13 时

补改选 2022 年 9月 15日中午 13时 9 月 22 日下午 17 时



同学们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改选，逾期不予办理退课。

3.联盟资源共享课程不安排补考。

4.选课学生应遵循开课高校的规章制度，按时听课、完成作业、

参加课程考核。

5.学生无故缺勤达到三次的，不得参加考核，课程总评成绩记为

缺考。无故不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者，取消其后续选修联盟共享课程

的资格。

6.凡修读联盟共享课程的学生，完成课程教学要求，考核合格者，

可取得相应的学分。各高校联盟共享课程学分认定办法由各高校制

定。

五、选课中相关问题解答

1.联盟共享课程授课教师是谁？教学内容包括什么？......

联盟资源共享课程均为优质课程，课程质量较高，授课教师均来

自于联盟成员高校的优秀教师。为了让同学们对这些课程有更深入的

了解，我们特编纂了《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资源共享课课程介绍》

手册（附件 2）以供大家参考。

2.联盟资源共享课程授课方式是怎样的呢？

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本学期资源共享课程均采取线上授课的模

式，学生不需到相应开课高校校区上课，所以非沙河校区的联盟成员

高校学生也可以选课。部分课程为现场直播课程，请同学们详细查看

上课时间，避免冲突选课。由北航开设的 4 门工程创新与实践系列课

程开课较早，学生需要在选课时就加入 QQ 班级群，以免耽误上课。

3.确认选修联盟资源共享课程获得学分有效吗？什么时候可以

查看成绩呢？

联盟资源共享课程 7校互认学分，只要同学选课成功，按时参加



学习，并考核合格，就可以获得相应学分。各校对于每门课程认定的

学分有差异，具体可以登录联盟资源共享信息系统进行查看本校认定

学分。

各开课高校会组织课程教学团队在课程考核结束后完成成绩判

定工作，并在联盟资源共享信息系统中录入成绩，同学们可以登录联

盟资源共享信息系统查看成绩。下学期开学后由学生所在高校将本校

学生成绩转录至本校教务管理系统，学生可登录本校教务系统查看成

绩。

4.为什么登录系统后看到的课程数量与手册数量不一致？

共享课程经过需求对接、课程遴选、课程建设，集聚联盟 7所高

校优质资源，现已遴选出联盟资源共享 每登在联源每在 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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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无冲突——将联盟课程上课时间写入你的校内课表

有冲突——马上办理退课可以选择一门上课时间不冲

突的课程进行学习

总之，选课成功后一定要在补改选期间排查课程冲突，如果发

现有冲突及时办理退课、改选。否则因为课程冲突造成无法上课、挂

科的情况将无法补救。

六、选课成功后相关问题解答

1.我选的联盟共享课程什么时间上课呢？

为了给同学们预留充足的选课时间，我们倡议各校联盟资源共享

课程开课时间为 9 月 26 日以后。每门课开课时间不统一，请已选课

的同学登录系统仔细查看已选课程详细的上课时间并留存。查看课程

上课方式：点击课程任务号，查看课程上课日期。

2.选课结束后，我该如何和任课老师取得联系呢？

重点强调：选课结束后，务必于开课前登录联盟资源共享信

息系统，点击“教学班管理”模块，查看本班级开课的通知，并



加入相应班级群，如果发现老师没有公布相关开课信息，请在系

统内留言并查看回复。

特别说明：所有课程均要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上课，部

分课程为慕课，但是登录注册学习方式也需教师告知，否则因注

册方式不正确而无法取得学分的后果由个人承担。

五、选课咨询

如同学们在选课时遇到问题，可以加入选课答疑 QQ 群

138222597，关于课程问题和系统选课问题都可以在群内反馈。

联盟成员高校教务处老师联系方式，选课中可咨询本校老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贺老师 010-82315364，18811105527

北京师范大学 范老师 010-58806731，邮箱 fanhairong@bnu.edu.cn

北京邮电大学 兰老师 010-62282189 转 1001，13520101203

中央财经大学 兰老师 010-62288057；李老师 010-6228831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庄老师 010-62331116

外交学院 李老师 010-6832330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杨老师 010-82426827,13366483328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1:30，14:00-17:30

附件 1：《联盟资源共享课程学生选课操作手册》

附件 2：《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资源共享课课程介绍》手册

沙河高教园区高校联盟教学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7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