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 课程名称 节次 教室 教师姓名 教学班描述 人数 起止周
星期一 室内绿化装饰 1-2节 翠八教 方法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2 3--6

星期一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主楼302* 孙敏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116 1--4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203 窦忠琴 化工四级4班 40 3--10,12--17

星期一
Unix/Linux程序设
计

1-2节 翠一教101 史久根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8 9--10,12--15

星期一 环境心理学 1-2节
翠十二教
403*

曾锐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5 9--10,12--13

星期一
机器学习基础 (数
据与智能工程)

1-2节 翠六教210 杨矫云 计算机17-3班 36 12--19

星期一 日语（2） 1-2节
翠八教
202*

徐仙梅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0 1--10,12--17

星期一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 翠五教201 范之国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73 2--10,12--18

星期一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3 朱勇超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8 14--17
星期一 水力学A 1-2节 主楼411 曹广学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0 1--10,12--15
星期一 经济史 1-2节 翠十教 陈宝兰 经济学16-1班 50 12--19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406 赵伟兴 化工四级5班 40 3--10,12--17
星期一 涡轮机原理 1-2节 主楼323* 汪陈芳 能动16-1班 49 12--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207 楼宝春 化工四级3班 41 3--10,12--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201 潘晨曦 化工四级1班 42 3--10,12--17
星期一 施工组织设计 1-2节 西二309* 李雪峰 16级道桥方向 84 3--8

星期一 国际商法（外） 1-2节
翠十教
205*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3--17

星期一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3 李振轩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8 9--10,12--13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吴群 食品四级4班 40 6--16(双)

星期一
机器学习基础 (数
据与智能工程)

1-2节 翠七教301 孙晓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83 12--19

星期一 可编程控制器 1-2节 西二207* 程真英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34 3--9
星期一 大地测量基础（1） 1-2节 主楼317 周志易 测绘17-1班 35 1--5
星期一 概率论 1-2节 翠四教309 曹丽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7 1--10,12--15
星期一 流体力学B 1-2节 主楼305 郭帅 力学17-1班 36 9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306

许明莲 资环四级1班 44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408 刘丽(英 化工四级6班 45 3--10,12--17
星期一 矿石（相）学 1-2节 西二403* 范裕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1--4
星期一 工程结构抗震 1-2节 主楼413* 郅伦海 16级工管方向 35 7--10,12--15
星期一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1-2节 西二209* 陆文星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5--8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205 周彦 化工四级2班 42 3--10,12--17
星期一 工程结构抗震 1-2节 西二410* 宋满荣 16级建工方向 101 13--16

星期一 模拟电子线路A 1-2节 翠七教201 翟琰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7 1--4

星期一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2节
翠十教
3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0 13--18

星期一 地基处理(Ⅰ) 1-2节 西二409* 查甫生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8--10,12--16

星期一
风险管理与保险
（英）

1-2节
翠十教
202*

谢众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8 1--8

星期一 基因工程原理 1-2节 翠十教 唐晓凤 生物技16-1班 39 1--8

星期一 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主楼230 詹炳根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35 1--8

星期一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1 高飞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88 9--10,12--17
星期一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403 董敬涛 17测控3、4班（2） 21 5--10,12--16

星期一 跨文化管理（外） 1-2节
翠十二教
205*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2 12--17

星期一 能源与动力工程概 1-2节 主楼324* 钱叶剑 能动16-1班 55 1--6
星期一 流体力学B 1-2节 主楼305 徐翘 力学17-1班 3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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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2 吴兆福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91 9--10,12--13
星期一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1-2节 主楼412 倪丽萍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6 9--10,12--17

星期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1-2节 翠四教109 张魁榜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班

83 12--19

星期一 运筹学 1-2节 翠四教205 龙建成 交通工17-1班 42 12--15
星期一 景观设计原理 1-2节 翠八教 魏晶晶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7 1--6

星期一
建筑创作理论与方
法

1-2节
翠十二教
402*

曹海婴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44 1--4

星期一 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西二502 周万良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31 1--8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吴群 食品四级2班 30 6--16(双)
星期一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1-2节 西二209* 梁昌勇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1--4

星期一 德语（2） 1-2节
翠八教
203*

陈星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15 1--10,12--17

星期一 工程结构抗震 1-2节 西二410*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方向 101 8--10,12

星期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2节 翠七教205 汪金菊 信息计17-1班 64 1--10,12--17

星期一 水力学A 1-2节 主楼411
王军（土
水）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0 16--17

星期一 国际贸易学 1-2节 翠六教210 王帅 国贸17-1班 40 1--10
星期一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1-2节 主楼424* 张询书 法学16-1班 43 5--10,12--17
星期一 数理统计 1-2节 翠四教403 姚梅 统计学17-1班 46 1--10,12

星期一
信息系统软件架构
设计

1-2节 西二405* 靳鹏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3 1--10

星期一 法语（2） 1-2节
翠十二教
303*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3--10

星期一 离散数学 1-2节 主楼112 杨爱峰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1--8

星期一 模拟电子线路A 1-2节 翠七教201
张勇(计算
机)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7 5--10,12--14

星期一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401 刘晨 17测控3、4班（1） 22 5--10,12--16

星期一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主楼302*
王莉(化
工)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116 5--8

星期一 材料力学B 1-2节 翠七教206 吴枝根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

148 8--10,12--15

星期一 财政学 1-2节 翠四教310 彭飞 经济学17-1班 46 1--10
星期一 运筹学 1-2节 翠四教205 丁建勋 交通工17-1班 42 16--19
星期一 医药学基础 1-2节 翠六教109 徐红梅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9 1--9,12

星期一 法语（2） 1-2节
翠十二教
203*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12--17

星期一 材料力学B 1-2节 翠七教206 詹春晓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

148 1--7

星期一 多元统计分析 1-2节 翠四教210 谭常春 金融17-1班 50 9--10,12--17
星期一 科技论文写作 1-2节 主楼323* 陶常法 能动16-1班 53 7--10
星期一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107 张俊喜 17测控3、4班（4） 21 5--10,12--16
星期一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101 夏豪杰 17测控3、4班（3） 22 5--10,12--16

星期一 证券市场分析 1-2节
翠十教
205*

张本照
经济学16-1班,金融16-1班,金
融16-2班

142 1--10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202

吴群 食品四级3班 30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法语（2） 1-2节
翠八教
204*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1--2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1-2节 翠四教208 刘金 思政17-1班 43 1--10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306

许明莲 电物四级1班 41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2 叶周润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91 14--17
星期一 矿产综合勘查技术 1-2节 西二403* 范裕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5--10,12--13

星期一 算法导论 1-2节
翠九教
101*

王青山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数学16-1班,数学16-2班

94 1--10

星期一 设计结构与工艺 1-2节
翠十二教
402*

胡兆稳 工业设17-1班 46 7--10,12--15



星期一 电机及拖动基础 1-2节 西二208* 程源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93 1--10,12--15

星期一 执业药师资格概论 1-2节
翠十二教
201*

谢周令 药学16-1班 37 2--9

星期一 计算机控制技术 1-2节 西二305* 李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104 5--10,12--13

星期一 计量经济学 1-2节 西二407* 蒋翠侠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69 1--6

星期一 软件工程方法 1-3节
翠十二教
106*

何蕾
信息计16-2班,数学16-1班,数
学16-2班,信息计16-1班

69 14--19

星期一 图解设计思考 1-4节 李永婕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0 7--10

星期一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计(1)（庭园与广场
设计）

1-4节
吕晓倩,黄
颖

风景园林17-1班 29 9--10,12--17

星期一 居住空间室内设计 1-4节
谢珂,郭浩
原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2 7--10,12--17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02 何沛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3--9

星期一 财务分析 3-4节 西二407* 陈波(管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30 1--8
星期一 绿色建筑概论 3-4节 翠六教 王旭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4 1--4
星期一 科技文件写作与交 3-4节 主楼223* 张骞 飞行器16-1班 33 12--14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203 韩莉妲 软件四级2班 44 3--10,12--17
星期一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4节 翠四教306 李冬冬 材料物理17-1班 45 1--8
星期一 证券市场分析 3-4节 翠十教 张本照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1--10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301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3--10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主楼201 何沛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1--2

星期一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3-4节 翠六教209 刘源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0 1--8

星期一
第二外语（日、法
、

3-4节
翠十二教
205*

徐仙梅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
作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

18 3--10,12--19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406 赵伟兴 软件四级3班 41 3--10,12--17

星期一
粉末冶金原理及工
艺

3-4节 西二203* 陈鹏起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9 7--10

星期一
过程工程导论(双
语）

3-4节 西二204* 刘昆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97 1--6

星期一 数据通信与网络 3-4节 西二305* 王华强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5 5--10,12--13

星期一 创意思考与表达 3-4节
黄翎,陈宇
飞,陈瑶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 1--6

星期一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 3-4节 主楼423 陶庭叶 测绘17-1班 38 1--10,12--13

星期一
粉末冶金原理及工
艺

3-4节 西二203* 程继贵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9 1--3,6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4

王荣莉 数学四级1班 43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药物设计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谢周令 药学16-1班 37 14--18

星期一 化工原理A（上） 3-4节 翠三教201 姚运金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9 7--10,12--13

星期一 创意思考与表达 3-4节
黄翎,陈宇
飞,陈瑶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19 1--6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106 方秀敏 软件，数学四级1班 44 3--10,12--17
星期一 产业经济学 3-4节 翠十教 孙红燕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12--19
星期一 科技文件写作与交 3-4节 主楼223* 徐玉福 飞行器16-1班 33 15

星期一 机械原理 3-4节 翠二教102
贺良国,李
新宇

车辆17-2班,车辆17-3班 100 1--10,12--15

星期一 热工过程自动控制 3-4节 西二506*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1--8

星期一 国际营销学 3-4节
翠十一教
202*

王琼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14 12--19

星期一 药事管理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徐红梅 药学16-1班 37 1--8



星期一 管理统计学 3-4节 西二201 何耀耀
工商管17-1班,信息管17-1班,
信息管17-2班

152 12--19

星期一 飞机钣金成型技术 3-4节 主楼223* 李德宝 飞行器16-1班 42 1--7
星期一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201 余有龙 17测控1、2班（4） 20 5--10,12--16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窦忠琴 计算机四级6班 42 6--16(双)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4

王荣莉 马克思四级1班 46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矿山地质学 3-4节 主楼212* 谢建成 地质16-1班 23 1--6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301 关群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12--19

星期一 运筹学 3-4节 主楼416 周谧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1--10,12--17
星期一 运筹学 3-4节 翠四教203 丁建勋 交通工17-2班 44 16--19
星期一 构造地质学 3-4节 翠四教304 谢成龙 勘查17-1班 33 1--9
星期一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4节 翠四教212 金灿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204

陈鸣(英
语)

计算机四级2班 45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信号与系统 3-4节 翠八教305 陈东 测控17-3班 41 1--10,12--13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主楼202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1--2

星期一 矿田构造 3-4节 主楼212* 王勇生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7--10,12--13
星期一 药物化学（B） 3-4节 翠十教 庞敏 生物工程16-1班 21 13--19
星期一 数字营销与传播 3-4节 翠七教105 何红艳 广告学16-1班 37 1--8
星期一 信息经济学 3-4节 主楼405 焦建玲 工商管17-1班 47 1--4

星期一 外国建筑史 3-4节
翠十二教
403*

徐震 城规17-1班 48 12--19

星期一 物理化学 3-4节 翠三教301 王琪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80 1--10,12--17
星期一 环境法学（模块2） 3-4节 翠四教305 韦林 环境17-1班 39 1--6
星期一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401 夏豪杰 17测控1、2班（1） 21 5--10,12--16
星期一 司法文书与律师学 3-4节 主楼424* 张询书 法学16-1班 43 7--10,12--17

星期一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建工）

3-4节 西二410* 李庆锋 16建工、工管方向 132 7--10,12--13

星期一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3-4节 主楼405 朱晓曦 市场营销17-1班 59 12--19
星期一 多元统计分析 3-4节 翠四教210 谭常春 金融17-2班 48 9--10,12--17

星期一 化工原理A（上） 3-4节 翠三教201 杨则恒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9 1--6

星期一 UML及其建模工具 3-4节 西二209* 王国强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56 1--6
星期一 通信电子电路 3-4节 西二504* 陈丽娟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92 13--19
星期一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3-4节 西二405* 梁昌勇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8 1--4
星期一 机械设计基础 B 3-4节 翠五教202 张晔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10,12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204

陈鸣(英
语)

数学四级2班 46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运筹学 3-4节 翠四教203 龙建成 交通工17-2班 44 12--15
星期一 地图学 3-4节 翠四教306 陈义华 地理17-1班 38 14--15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2

窦忠琴 计算机四级5班 44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精细化工工艺学 3-4节 主楼302* 陈天云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1 1--6

星期一 半导体器件物理 3-4节
翠十二教
303*

程心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7 1--10,12--14

星期一 矿山地质学 3-4节 西二403* 张达玉 资源16-1班 31 1--6
星期一 坐标测量技术 3-4节 西二504* 于连栋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41 1--7
星期一 随机过程 3-4节 翠四教112 周华东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1--4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张洁 计算机四级3班 42 6--16(双)
星期一 地图学 3-4节 翠四教306 刘建敏 地理17-1班 38 12--13,16--19
星期一 信息经济学 3-4节 主楼405 陆安 工商管17-1班 47 5--8
星期一 植物造景 3-4节 翠八教 方法菊 风景园林17-1班 29 1--8

星期一 药物设计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廖晨钟 药学16-1班 37 10--12(双),13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02 左小晗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10--12(双),13-
-19



星期一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董敬涛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52 2--4

星期一 人机工程学 3-4节
翠十二教
402*

张萍 工业设17-1班 43 3--10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408 刘丽(英 计算机四级8班 45 3--10,12--17
星期一 材料力学B 3-4节 翠七教206 吴枝根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8--10,12--15

星期一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建工）

3-4节 西二410* 陈安英 16建工、工管方向 132 1--6

星期一
计算机在地学中的
应用

3-4节 翠四教210 赵萍 资源17-1班,地质17-1班 41 1--6

星期一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陈丽娟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52 5--7

星期一 管理统计学 3-4节 西二201 张强
市场营销17-1班,会计学17-1
班,会计学17-2班

138 1--8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窦忠琴 计算机四级7班 44 6--16(双)
星期一 电动力学 3-4节 翠七教406 胡继刚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4 1--10,12--15

星期一 专业英语 3-4节 西二304* 胡金芳
车辆16-1班,车辆16-2班,车辆
16-3班

150 13--18

星期一 逻辑学 3-4节 翠四教308 张高荣 思政17-1班 44 1--2
星期一 材料力学B 3-4节 翠七教206 詹春晓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1--7
星期一 营养化学（C） 3-4节 翠十教 苗敏 生物技16-1班 39 1--8
星期一 随机过程 3-4节 翠四教112 吴文生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5--8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2

窦忠琴 计算机四级4班 44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低温原理与技术 3-4节 西二505* 吴昊(机 能动16-2班 42 9--10,12--17
星期一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3-4节 西二405* 陆文星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8 5--8
星期一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3-4节 翠六教209 刘源 城规17-1班 47 1--6
星期一 商务数据分析 3-4节 西二405* 王刚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0 9--10,12--15
星期一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西二207* 张腾达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91 1--10,12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张洁 数学四级3班 45 6--16(双)
星期一 经济分析与预测 3-4节 翠四教310 李静 经济学17-1班 48 1--10
星期一 计算机图形学 5-6节 主楼214 王晓华 测绘17-1班 36 1--8
星期一 建设工程监理 5-6节 西二409* 储诚富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2--9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204 王能能
软件18-1班,软件18-2班,应化
18-1班,机械创新18-1班

147 1--8

星期一 市场调查理论与方 5-6节 翠十教 娜仁 经济学16-1班 47 1--8

星期一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设计及EDA技术

5-6节
翠十二教
303*

杨小平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6 3--6

星期一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设计及EDA技术

5-6节
翠十二教
303*

鲁迎春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6 1--2,7--8

星期一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5-6节 主楼302* 陈亚中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6 1--8

星期一 制度经济学 5-6节 翠十教 束克东 经济学16-1班 46 16--19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8 许明莲 建艺四级1班 46 3--10,12--17
星期一 货币银行学 5-6节 翠四教212 孙纲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62 1--10
星期一 传热学 5-6节 主楼406* 赵红玲 能动16-2班 46 1--8

星期一 药学文献检索 5-6节
翠十二教
201*

马艳 药学16-1班 37 5--8

星期一 国际商法（外） 5-6节
翠十二教
205*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3--17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101 孙玉红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统计
学17-1班,信息计17-1班

169 12--17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生物技17-1班 31
1--9(单),13--
17(单)

星期一 桥梁概念设计与美 5-6节 西二309* 李丹 16道桥方向 80 9--10,12--15

星期一 数字电子技术 5-6节 主楼111
张海燕
（电气）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4 1--10,12--13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电信工17-1班 45 2--16(双)

星期一 数据库及应用 5-6节 主楼423 范雯娟 市场营销17-1班 42
10--12(双),13-
-16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金属材17-1班,无机非17-1班,
金属材创新实验17-1班,金属材
17-2班,金属材17-3班

165 12--17

星期一 跨文化管理（外） 5-6节
翠八教
209*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2--17

星期一 数学物理方法 5-6节 主楼214 詹春晓 力学17-1班 35 9--10,12--14
星期一 传热学 5-6节 主楼324* 周涛涛 能动16-1班 50 1--8

星期一 DSP原理及应用 5-6节 西二307* 杨双龙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89 12--15

星期一 Java语言程序设计 5-6节 翠七教201 汪萌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6 3--6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电信工17-2班 43 2--16(双)

星期一 药学文献检索 5-6节
翠十二教
201*

钱海生 药学16-1班 37 1--4

星期一 制度经济学 5-6节 翠十教 孙红燕 经济学16-1班 46 12--15
星期一 国际技术与服务贸 5-6节 翠十教 庞莹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6--10,12--14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104 咸怡帆
车辆18-4班,车辆18-5班,信息
安18-1班

118 1--8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3 董莉莉 建艺四级3班 48 3--10,12--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10 徐捷 经济四级1班 42 3--10,12--17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西二102 陈伟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土木17-4班,土木17-5
班,土木17-6班

261 12--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科教
C402

韩莉妲 汽车交通四级1班 44
5--9(单),13--
17(单)

星期一 网络技术 5-6节 西二306 蒋翠清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3 1--10,12--13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制药17-2班 35
1--9(单),13--
17(单)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204 尚长风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化工
17-2班,化工17-3班,化工17-1
班

202 12--17

星期一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 5-6节 西二407* 姚禄仕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一 区域大地构造 5-6节 主楼212* 朱光 地质16-1班 20 1--10
星期一 企业价值评估 5-6节 西二407* 刘军航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109 12--19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10 许秋敏 建艺四级4班 44 3--10,12--17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生物工程17-1班 33
1--9(单),13--
17(单)

星期一 施工组织设计 5-6节 西二410* 江小燕 16建工、工管方向 130 1--6

星期一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5-6节
翠十教
205*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0 13--18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电信工17-3班 45 2--16(双)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5 陈鸣(英 微电子四级2班 51 3--10,12--17
星期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 5-6节 主楼406* 李遥 交通运输16-1班,交通运输16-2 41 14--19

星期一 材料的摩擦与磨损 5-6节 西二203* 付俊伟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6 9--10,12--16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303 李和佳
软件18-3班,软件18-4班,应化
18-2班

118 1--8

星期一 货币银行学 5-6节 翠四教403 朱扬光 统计学17-1班 24 1--10
星期一 信息管理学 5-6节 西二405* 顾东晓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0 9--10,12--17

星期一
制冷与低温技术专
业英语

5-6节 主楼324* 叶斌 能动16-2班 42 12--17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01 潘晨曦 建艺四级2班 45 3--10,12--17

星期一 电器与PLC控制 5-6节 西二307* 李帷韬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1 1--10

星期一 客户关系管理 5-6节 西二209* 尹朋珍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58 1--8
星期一 分子生物学A 5-6节 翠十教 曹树青 生物技16-1班 38 1--8
星期一 编码理论 5-6节 翠九教 朱士信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100 1
星期一 市场研究 5-6节 主楼423 陈正光 市场营销17-1班 41 1--8



星期一 电器与PLC控制 5-6节 西二305* 穆道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8 1--10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制药17-1班 36
1--9(单),13--
17(单)

星期一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06 何静静 建艺四级5班 48 3--10,12--17
星期一 财税法学 5-6节 主楼424* 汪永福 法学16-1班 43 8--10,12--18
星期一 冲压工艺学 5-6节 主楼223* 叶家鑫 飞行器16-1班 17 12--16

星期一 网络技术 5-6节 主楼405
董骏峰(管
理)

工商管17-1班 53 9--10,12--17

星期一 Java语言程序设计 5-6节 翠七教201 薛峰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6 2,7--9

星期一 英语诗歌选读 5-6节
翠十一教
202*

张浩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0 3--10,12--19

星期一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

5-6节 翠六教208
徐娟（计
算机）

信息安17-1班 49 3--10

星期一 勘查地球物理 5-6节 西二403* 李红 资源16-1班 32 1--10

星期一 通信电路与系统 5-6节 翠七教202 刘正琼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62 2--10,12--16

星期一 DSP原理及应用 5-6节 西二305* 徐科军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6 12--15

星期一 数学物理方法 5-6节 主楼214 高永新 力学17-1班 35 15--17
星期一 食品加工工艺基础 5-7节 翠十教 陈寒青 食品16-1班 36 4--10
星期一 食品加工工艺基础 5-7节 翠十教 章宝 食品16-2班 39 4--10
星期一 广告与招贴设计 5-8节 许放,曹昊 视觉传达设计16-1班 19 1--8

星期一
建筑构造（2）与装
饰材料

5-8节 饶永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8--10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车辆17-1班 50 2--16(双)
星期一 土力学B 7-8节 主楼113 钟剑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1 3--10,12--15
星期一 品牌管理 7-8节 主楼423 李方一 市场营销17-1班 42 9--10,12--17

星期一 物理化学A 7-8节 翠三教201 陈春年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3--9,12--19

星期一 西方经济学 7-8节 翠四教109 郝晶晶
统计学17-1班,数学17-1班,数
学17-2班

113 12--19

星期一 密码学概论 7-8节 翠六教106 朱晓玲 信息安17-1班 50 1--10

星期一
生物医学测量与传
感器

7-8节 翠七教301 成娟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0 2--9

星期一
图像传感与视觉测
量技术

7-8节 西二509* 杨永跃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1 5--7

星期一 城市地理学 7-8节 主楼317 张春菊 测绘17-1班 51 1--8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建筑学17-1班,工业设16-1班,
环境设计17-1班,视觉传达设计
17-1班,城规17-1班,风景园林
17-1班,环境设计17-2班,建筑

285 12--17

星期一 发展经济学 7-8节 翠十教 娜仁 经济学16-1班 46 1--10
星期一 就业指导 7-8节 主楼306* 储文静 法学16-1班 48 5--8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车辆17-2班 50 2--16(双)

星期一 数字电子技术 7-8节 主楼111
张海燕
（电气）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2 1--10,12--13

星期一 全球气候变化 7-8节 主楼212* 孙贺 地质16-1班 25 8--10,12--16
星期一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7-8节 翠六教105 王金诚 材料物理17-1班 53 1--10
星期一 创业管理 7-8节 西二405* 程八一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10 1--8
星期一 中级财务会计 7-8节 翠七教106 朱卫东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3--10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计 7-8节 翠五教108 娄彦山
车辆18-4班,车辆18-5班,材料
物理18-1班

131 1--10,12--13

星期一 跨文化管理（外） 7-8节
翠十教
203*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2--17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西二302 曹钰
土木18-1班,土木18-2班,土木
18-3班

130 1--8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车辆17-4班 52 2--16(双)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电子科16-2班,电子科16-1班,
微电子16-1班,微电子16-2班,
微电子16-3班

216 12--17

星期一
图像传感与视觉测
量技术

7-8节 西二509* 张进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1 1--4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西二102 陈伟
水利17-1班,测绘17-1班,水利
17-2班,力学17-1班,给排水17-
1班,给排水17-2班

237 12--17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302 孙玉红

经济学17-1班,国贸17-1班,金
融17-1班,经济合作办学17-1
班,金融17-2班,经济合作办学
17-2班,经济合作办学17-3班

262 12--17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201 潘家耕
机设18-7班,机设18-8班,机设
18-9班

119 1--8

星期一 移动开发技术 7-8节 主楼411 伍章俊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100 1--8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车辆17-5班 51 2--16(双)
星期一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车辆17-3班 48 2--16(双)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西二202 刘红梅
土木18-4班,土木18-5班,土木
18-6班

129 1--8

星期一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7-8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30 13--18

星期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 7-8节 主楼406* 李遥 交通运输16-1班,交通运输16-2 44 14--19
星期一 热交换器原理与设 7-8节 主楼323* 揭德算 能动16-2班 42 12--17
星期一 运筹学(I) 7-8节 翠七教102 张铭鑫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6 1--10,12--17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102 尚长风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通信工程16-1
班,通信工程16-2班,通信工程

258 12--17

星期一 汽车技术 7-8节 主楼323* 卫将军 能动16-1班 54 4--9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五教101 李克明
应用物17-1班,集成创新班16-1
班,集成16-1班,集成16-2班,应
用物17-2班

186 12--17

星期一 文体学概论 7-8节
翠十一教
202*

张浩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21 3--10,12--19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301 刘金
地下水18-1班,应用物18-1班,
机设18-10班,车辆创新18-1班

135 1--8

星期一 物理化学D 7-8节 翠六教209 杨真真
生物工程17-1班,环境17-1班,
资源17-1班

106 1--10,12--13

星期一 区域大地构造 7-8节 西二403* 王勇生 资源16-1班 32 1--10
星期一 组织行为学 7-8节 主楼305 代宝 工商管17-1班 57 1--8

星期一 仪器与系统可靠性 7-8节 主楼301* 吴思竹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测控
16-3班,测控16-4班

129 9--10,12--17

星期一 物理化学A 7-8节 翠三教201 谢建晖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1--2

星期一 电子技术B 9-10节 主楼115 李小燕 电子技术B重修班 29 3--10
星期一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0节 主楼423 陆益民 2015级，2016级 29 9--10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计 9-10节 主楼112 杨矫云 C/C++语言程序设计重修班 67 5--9
星期一 机械原理 9-10节 主楼113 张晔 机械原理重修班 80 3--10,12--15
星期一 人工智能基础 9-10节 主楼214 王浩 2016级， 59 3--10
星期一 3D制造技术综合实 9-11节 朱政红 2015级，2016级，2017级 30 12--19

星期一 古琴演奏初级 9-11节 翠九教103 吴晶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0 3--10

星期一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1节 主楼423 陆益民 2015级，2016级 29 5--8

星期二 药剂学A 1-2节
翠十二教
201*

王宁 药学16-1班 37 1--9

星期二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1-2节 翠七教104 王天霁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 103 12--19

星期二 审计学 1-2节 西二407* 吴勇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二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 1-2节 西二405* 李锋刚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2 1--8



星期二 操作系统 1-2节 翠三教206 李琳,贾伟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4 1--10,12--15

星期二 大学英语（4） 1-2节 西二607 张昆 土木四级6班 38
5--9(单),13--
17(单)

星期二 城市规划原理B 1-2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6 1--6

星期二 加热设备及车间设 1-2节 西二106* 徐光青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77 8--10,12--16

星期二 城乡规划原理B 1-2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8

星期二 人文经济地理 1-2节 翠四教306 田剑 地理17-1班 37 7--10,12--13
星期二 大学英语（4） 1-2节 主楼111 袁玲丽 土木四级1班 40 3--10,12--17
星期二 XML 1-2节 主楼411 程浩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3--8
星期二 交通工程学 1-2节 翠七教102 胡文婷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0

星期二 跨文化管理（外） 1-2节
翠八教
209*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2--17

星期二 计算机组成原理 1-2节 翠七教202 安鑫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110 8--10,12--15
星期二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1-2节 西二409* 钱家忠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2 1--8
星期二 大学英语（4） 1-2节 西二607 张昆 土木四级4班 40 6--16(双)

星期二 物理化学 1-2节 翠三教301 李学良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39 12--17

星期二 遥感技术及应用 1-2节 西二403* 刘建敏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7--10,12--13
星期二 编译原理 1-2节 翠七教106 李宏芒 信息安17-1班 31 7--10,12--17
星期二 计算机组成原理 1-2节 翠七教202 陈田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110 1--7
星期二 制冷原理 1-2节 主楼324*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13--17
星期二 影视广告后期制作 1-2节 翠四教303 高健健 广告学16-1班 37 9--10,12--13
星期二 制冷原理 1-2节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6--10,12
星期二 交通工程学 1-2节 翠七教102 黄志鹏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9

星期二 证券市场分析 1-2节 翠七教105 郑岚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14 4--10

星期二 半导体集成电路 1-2节
翠十二教
303*

汪涛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5--8

星期二 财政学 1-2节 翠六教209 胡东兰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7 1--10
星期二 外国古代建筑史 1-2节 翠六教 徐震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1--10
星期二 钢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肖亚明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8 1--5
星期二 英语思辨（2） 1-2节 翠八教 岑徽宁 英语16-1班 30 1--10,12--17
星期二 环境工程原理 1-2节 翠四教208 陈冬 环境17-1班 40 8--10,12--19
星期二 数字电子技术 1-2节 翠七教204 尹柏强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1 7--10,12--13

星期二 化学反应工程 1-2节 主楼302* 张卫新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5--8

星期二 机床电气控制基础 1-2节 主楼223* 王伟1 飞行器16-1班 24 12--16
星期二 网络金融与支付 1-2节 西二209* 凌海峰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0 4--9
星期二 发酵工程B 1-2节 杨柳 生物技16-1班 37 8
星期二 信号与系统 1-2节 翠六教206 徐昕 测控17-4班 46 1--10,12--13
星期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2节 翠七教205 汪金菊 信息计17-1班 64 1--10,12--17
星期二 物理化学 1-2节 翠一教101 王琪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80 1--10,12--17
星期二 基因组学（B） 1-2节 翠十教 唐晓凤 生物技16-1班 39 12--19
星期二 数理统计 1-2节 翠四教403 姚梅 统计学17-1班 46 1--10,12

星期二 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西二305* 黄云志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5 1--8

星期二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2节
翠十二教
205*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0 13--18

星期二 外贸函电单证 1-2节 翠十教 吴飞飞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5--8
星期二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 1-2节 翠四教405 丁慧民 思政17-1班 43 5--10,12--17
星期二 货币银行学 1-2节 翠八教109 何芸 经济学17-1班,国贸17-1班 85 1--10
星期二 原子物理学 1-2节 翠二教202 李冬梅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3 1--10
星期二 外贸函电单证 1-2节 翠十教 张燕(人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9--10,12--13
星期二 细胞生物学B 1-2节 翠四教310 姚改芳 生物工程17-1班 33 12--19

星期二
Research & Recent
Advances on MIS

1-2节 西二405* 张强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95 9--10,12--17



星期二 电磁场与电磁波B 1-2节 翠七教201 张小辉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6 2--9

星期二 数控技术及装备 1-2节 主楼223* 周剑 飞行器16-1班 42 8--9
星期二 数控技术及装备 1-2节 主楼223* 王伟1 飞行器16-1班 42 1--7

星期二 城市规划原理B 1-2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风景园林17-1班 30 1--6

星期二 数字电子技术 1-2节 翠七教204 张大波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1 1--6

星期二
单片机原理与程序
设计

1-2节 翠五教204 王昕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60 2--10,12--18

星期二 植物生理学 1-2节 翠四教303 樊婷婷 生物技17-1班 33 1--6

星期二 数据库概论 1-2节 翠三教204
胡敏,沈明
玉

软件17-1班 50 1--10,12--13

星期二 大学英语（4） 1-2节 西二607 张昆 土木四级3班 45 6--16(双)
星期二 药物分析（三） 1-2节 翠八教 王君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3 1--8

星期二 机械原理 1-2节 翠二教102
贺良国,李
新宇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1--10,12--15

星期二 钢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王静峰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8 6--10

星期二 化学反应工程 1-2节 主楼302* 徐超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9--10,15--17

星期二 制冷原理 1-2节 主楼324* 杨磊 能动16-2班 42 6--10,12
星期二 管理沟通 1-2节 主楼305 罗宣 工商管17-1班 58 1--8

星期二 材料力学性能A 1-2节 西二203* 陈畅 金属材16-3班 39
1--3,6--10,12-
-13

星期二 发酵工程B 1-2节 翠十教 杨柳 生物技16-1班 37 1--7

星期二 电磁场与电磁波B 1-2节 翠七教201 周芳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6
10--12(双),13-
-14

星期二 内燃机原理 1-2节 主楼323* 程晓章 能动16-1班 47 6--10,12--19
星期二 高分子化学 1-2节 翠六教109 刘春华 高分子17-1班,高分子17-2班 55 1--7
星期二 可编程控制器 1-2节 主楼301* 李红莉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73 3--9
星期二 高分子化学 1-2节 翠六教109 朱元元 高分子17-1班,高分子17-2班 55 8--10,12--15

星期二 药剂学A 1-2节
翠十二教
201*

马艳 药学16-1班 37
10--12(双),13-
-18

星期二 半导体集成电路 1-2节
翠十二教
303*

王莉(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1--4

星期二 大学英语（4） 1-2节 主楼215 吴昀 土木四级5班 42 3--10,12--17
星期二 人文经济地理 1-2节 翠四教306 赵慧 地理17-1班 37 1--6
星期二 管理概论 1-2节 翠五教202 张玺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5 5--10,12--13
星期二 制冷原理 1-2节 杨磊 能动16-2班 42 13--17

星期二 物理化学 1-2节 翠三教301 何建波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39 1--10

星期二 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西二307* 姜苍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105 1--8

星期二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1-2节 西二403* 谢成龙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5 1--6

星期二 公园景观设计 1-4节
李晓琼,黄
颖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8 12--15

星期二 环境壁画设计 1-4节
刘成章,陈
超,蔡飞

视觉传达设计16-1班 22 1--4

星期二 动画造型设计 1-4节 魏志成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1 7--10,12--13

星期二 公共建筑设计 1-4节
胡慧,任舒
雅,曾锐

城规17-1班 46 7--10,12--16

星期二 动画设计概论 1-4节 魏志成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0 1--6

星期二 产品设计 1-4节
束晓永,殷
晓晨,祝
莹,曹建中

工业设17-1班 41 1--10

星期二 景观设计初步 1-4节
魏晶晶,黄
颖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8 7--10

星期二 仪器分析 3-4节 翠一教101 李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10

星期二 材料力学A 3-4节 主楼201 李昊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力学
17-1班

135 1--3,12--19

星期二 岩浆岩石学 3-4节 翠四教206 徐晓春 资源17-1班 30 1--8



星期二 计量经济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4*

凌能祥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19 6--10,14--18

星期二 机械设计基础A 3-4节 翠四教312 宋晖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7 1--10,12--13
星期二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董敬涛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54 2--4
星期二 水文地质学基础 3-4节 西二403* 陈陆望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3 1--8
星期二 测量学 3-4节 翠五教301 屈小川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5--8
星期二 地史学B 3-4节 翠四教305 李双应 资源17-1班 29 12--19
星期二 英语思辨（2） 3-4节 翠八教 岑徽宁 英语16-2班 30 1--10,12--17
星期二 仪器分析（必选） 3-4节 翠四教208 陈冬 环境17-1班 39 8--10,12--15
星期二 生物制品学（B） 3-4节 翠十教 姚改芳 生物工程16-1班 24 12--18

星期二 煤化工工艺学 3-4节 主楼302* 张大伟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2 6--10

星期二 国际结算与贸易融 3-4节 翠十教 窦晨彬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27 3--8
星期二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陈丽娟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54 5--7

星期二 装饰材料与构造 3-4节
翠十二教
402*

陈丽华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50 1--6

星期二 机械设计基础A 3-4节 翠四教312 胡献国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7 14--15
星期二 地基处理 3-4节 主楼313* 袁海平 16地下方向 29 4--6
星期二 中国建筑史A 3-4节 翠六教 贺为才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0 9--10,12--19

星期二 化工传递过程 3-4节 西二204* 刘昆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97 1--10

星期二 市场营销学 3-4节 翠四教403 庄德林 经济学17-1班 46 1--8

星期二 计算机控制技术 3-4节 西二305* 李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86 5--10,12--13

星期二 药物化学 3-4节 翠四教205 胡繁 生物技17-1班 31 12--19
星期二 广告专业英语 3-4节 翠四教205 唐军 广告学16-1班 41 1--10

星期二 模拟电子线路A 3-4节 翠七教204 翟琰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7 1--4

星期二 期货理论与实务 3-4节 翠十教 满强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34 12--19
星期二 土力学B 3-4节 主楼414 王志亮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7 5--8
星期二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张育中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8

星期二 材料力学A 3-4节 主楼201 刘一华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力学
17-1班

135 4--10

星期二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3-4节 翠六教401 李勇 思政17-1班 46 1--10,12--13
星期二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 3-4节 翠二教202 徐奇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8 12--17

星期二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3-4节 翠五教101 于少明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2 12--17

星期二 外贸函电单证 3-4节
翠十二教
205*

吴飞飞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38 5--8

星期二 数据库概论 3-4节 翠三教204
胡敏,沈明
玉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4 1--10,12--13

星期二 高级财务会计 3-4节 西二407* 潘立生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6--10,12--18

星期二 外贸函电单证 3-4节
翠十二教
205*

张燕(人
文)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38 9--10,12--13

星期二 建筑设备与选型 3-4节 翠六教 张爱凤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2 1--8
星期二 网站建设与管理 3-4节 主楼230 朱旭辉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5 9--10,12--15

星期二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GIS）

3-4节 翠四教310 张明明 地理17-1班 37 1--9

星期二 钢与组合结构桥 3-4节 西二309* 陈亮 16道桥方向 62 1--6
星期二 交通工程学 3-4节 翠七教406 柏海舰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10
星期二 建筑构造B 3-4节 西二410* 张亮 16建工、工管方向 30 8--10,12--16

星期二 材料力学性能A 3-4节 西二106* 杜晓东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80
1--3,6--10,12-
-13

星期二 随机信号分析 3-4节 翠七教206 孙锐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50 2--9

星期二 MATLAB程序设计 3-4节 翠四教209 刘兴涛
车辆17-1班,车辆17-3班,车辆
17-2班

148 1--4

星期二 运筹学 3-4节 翠五教303 凌翔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10



星期二 物理化学B 3-4节 翠三教201 从怀萍

金属材17-1班,金属材创新实验
17-1班,材料物理17-1班,金属
材17-3班,地质17-1班,金属材
17-2班

181 1--10,12--15

星期二 商业研究方法 3-4节 西二209* 姜元春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89 9--10,12--17
星期二 信息工程项目管理 3-4节 西二405* 蒋丽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1 1--8

星期二 模拟电子线路A 3-4节 翠七教204
张勇(计算
机)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7 5--10,12--14

星期二 操作系统 3-4节 翠三教206 李琳,贾伟 软件17-1班 50 1--10,12--15
星期二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 3-4节 翠十教 黄胜雄 生物技16-1班 37 1--7
星期二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卢荣胜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2--17
星期二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3-4节 翠四教112 陶伟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3 12--17

星期二 信息论 3-4节
翠十二教
401*

彭凯军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63 1--10

星期二 地震工程地质 3-4节 西二409* 马海春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0 2--9
星期二 影视广告学 3-4节 翠八教 付晓 广告学16-1班 37 12--19

星期二 土力学B 3-4节 主楼414 熊峰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7
3--4,9--10,12-
-15

星期二 有限元分析及应用 3-4节 主楼223* 周剑 飞行器16-1班 38 12--17
星期二 地貌第四纪地质 3-4节 翠四教308 施小平 勘查17-1班 30 1--8

星期二 现代仪器分析 3-4节 翠三教301 吴晓静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0 1--8

星期二 工程力学B 3-4节 主楼305 程长征 测绘17-1班 51 1--10,12--13
星期二 土力学B 3-4节 主楼412 钟剑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7 3--10,12--15
星期二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 3-4节 翠二教202 杨小平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8 1--10
星期二 世界经济（英） 3-4节 翠四教401 那明 国贸17-1班 40 1--8
星期二 测量学 3-4节 翠五教301 余敏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1--4
星期二 建筑形态与造型语 3-4节 翠八教 郑志元 风景园林17-1班 31 1--4
星期二 地基处理 3-4节 主楼313* 汪亦显 16地下方向 29 1--3

星期二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3-4节 翠七教104 王天霁 车辆17-3班,车辆17-4班 99 12--19

星期二 药物分析 3-4节
翠十二教
201*

王君 药学16-1班 37 1--10,12

星期二 加热设备及车间设 3-4节 西二203* 谭晓月 金属材16-3班 41 8--10,12--16
星期二 免疫学 3-4节 翠十教 肖桂然 生物技16-1班 37 12--19
星期二 运筹学 3-4节 翠五教303 丁建勋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2--13

星期二 煤化工工艺学 3-4节 主楼302* 陈天云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2 1--5

星期二 货币银行学 3-4节 翠八教109 何芸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6 1--10
星期二 会计学原理 3-4节 主楼424* 夏琼 法学16-1班 43 1--10

星期二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
分析

3-4节 西二209* 孙见山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1--6

星期二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 3-4节 主楼223* 许吉敏 飞行器16-1班 27 1--8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工业工17-1班,飞行器17-1班,
机设创新实验17-1班,工业工
17-2班

154 12--17

星期二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204 刘善林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80 7--10,12--13

星期二 信息隐藏技术★ 5-6节 翠六教105
郑淑丽,胡
东辉

信息安17-1班 49 5--10

星期二 光学制造技术 5-6节 西二207* 郎贤礼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61 1--7
星期二 电子商务 5-6节 翠十教 丁涛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6 1--8
星期二 纳税筹划 5-6节 西二407* 杨模荣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101 12--17

星期二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5-6节 翠五教101
张本宏,郑
利平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40 9--10,12--15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西二302 曹钰
工商管18-1班,市场营销18-1
班,测绘18-1班,法学18-1班,工
程管理创新18-1班

158 1--8

星期二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112 程腾 车辆17-3班,车辆17-4班 101 1--8
星期二 内燃机专业英语 5-6节 主楼323* 汪春梅 能动16-1班 49 1--6



星期二 国际商法（外） 5-6节
翠十教
203*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1 13--17

星期二 数字营销与传播 5-6节 翠七教105 何红艳 广告学16-1班 37 1--8

星期二 汽车优化设计 5-6节 西二402* 姜武华
车辆16-1班,车辆16-2班,车辆
16-3班,车辆16-4班,车辆16-5

184 12--17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104 咸怡帆
无机非18-1班,粉体18-1班,环
境设计18-1班

103 1--8

星期二 流体力学 5-6节 翠四教401 黄千里 环境17-1班 39 5--8
星期二 交通工程CAD 5-6节 翠四教212 尚熳廷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4 3--4
星期二 计算流体力学及应 5-6节 主楼223* 张兵 飞行器16-1班 37 3--6
星期二 企业管理学 5-6节 翠四教401 张慧玲 思政17-1班 44 9--10,12--19

星期二 化工设计 5-6节 主楼302*
王莉(化
工)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7 6--10

星期二 英语长篇小说选读 5-6节
翠十一教
202*

王宏萍,姜
敏,刘洋
（外语）,
董莉莉,陈
曦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18 3--10,12--19

星期二 现代预应力技术 5-6节 西二410* 周安 16建工方向 55 1--6
星期二 土木工程制图  5-6节 主楼405 王益 土木18-3班 45 1--8
星期二 数字逻辑电路A 5-6节 翠六教109 王昱洁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88 12--17
星期二 财务报表分析 5-6节 翠四教308 吴文生 国贸17-1班 37 12--19
星期二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106 黄斌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7--10,12--13

星期二 光电子学 5-6节
翠十二教
303*

王莉(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9 3--10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301 刘金
地质18-1班,环境18-1班,环境
设计18-2班,计算机创新18-1班

124 1--8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102 张继龙
风景园林18-1班,视觉传达设计
18-1班,材料物理18-1班

100 1--8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王厚民 机械13+生医3（制药、药学） 33 1--10,12--19

星期二 机电产品概论 5-6节
翠十教
202*

钱森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91 3--10

星期二 化工设计 5-6节 主楼302* 杨庆春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7 1--5

星期二
材料科学基础1
（上）

5-6节 翠四教205 张学斌 金属材17-3班 36
10--12(双),13-
-19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吴坚 机械13+生医3（制药、药学） 34 1--10,12--19
星期二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5-6节 西二209* 赵菊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1 1--8

星期二
Engineering
Materials(双语)1
（下）

5-6节 西二203* 王岩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3班,
金属材16-2班

116 12--19

星期二 税法 5-6节 西二407* 李姚矿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二 计算机图形学 5-6节 翠四教310 杨欣 地理17-1班 37 1--6
星期二 市场营销学 5-6节 翠六教103 陆燕春 国贸17-1班 38 1--8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化工17-2班 38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临床药物治疗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1*

段亚君 药学16-1班 37 1--5

星期二 分析力学 5-6节 翠七教406 王飞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6 1--6

星期二 中医药学概论 5-6节
翠十二教
201*

方群玲 药学16-1班 37 14--17

星期二 国际经济法学 5-6节 主楼424* 冯华 法学16-1班 43 2--10,12--14
星期二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209 李维汉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98 1--2
星期二 硬件描述语言及应 5-6节 翠六教103 方静 电信工17-3班 45 9--10,12--18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西二102 陈伟
能动16-1班,光信息16-1班,能
动16-2班,光信息16-2班

166 12--17

星期二 数字逻辑电路A 5-6节 翠六教109 樊春晓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88 4--10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应化17-1班 38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106 陶晓杰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1--6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化工17-3班 39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航空材料概论 5-6节 主楼223* 尹延国 飞行器16-1班 43 12--17
星期二 计算机图形学 5-6节 翠四教310 陈义华 地理17-1班 37 7--8
星期二 数字逻辑电路基础 5-6节 翠四教405 刘军 材料物理17-1班 45 1--10,12--15
星期二 工程物探 5-6节 西二409* 李红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0 8--10,12--16

星期二
材料科学基础1
（上）

5-6节 翠四教109 孙建 金属材17-1班,金属材17-2班 53
10--12(双),13-
-19

星期二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 5-6节 翠四教301 吴学凤 生物工程17-1班 32 1--6

星期二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5-6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0 13--18

星期二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5-6节 西二203* 张勇
金属材16-2班,金属材16-3班,
金属材16-1班

116 1--3,6--10

星期二 ERP 5-6节 西二405* 杨颖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5 3--8
星期二 产业经济学 5-6节 翠十教 陶爱萍 经济学16-1班 48 1--2,4--10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应化17-2班 37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交通运输17-1班 43 2--16(双)
星期二 信号与系统 5-6节 翠七教301 李畅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3 2--10,12--14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阮永福 机械13+生医3（制药、药学） 32 1--10,12--19

星期二 国际经济学 5-6节 翠七教104 张先锋
经济学17-1班,金融17-1班,金
融17-2班

142 8--10,12--13

星期二 矿物岩石学 5-6节 翠四教303 任升莲 勘查17-1班 31 1--10
星期二 坐标测量技术 5-6节 西二504* 李维诗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22 1--7
星期二 发育生物学 5-6节 翠十教 肖桂然 生物技16-1班 38 12--19

星期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6节 西二308 陈殿林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80 1--8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蒋治华 机械13+生医3（制药、药学） 34 1--10,12--19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通信工程17-3班 46 2--16(双)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通信工程17-1班 48 2--16(双)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西二202 刘红梅
给排水18-1班,给排水18-2班,
建环18-1班,力学18-1班

164 1--8

星期二
岩土工程勘察与测
试技术

5-6节 主楼313* 李雪峰 16地下方向 38 3--10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303 唐莉
地理18-1班,勘查18-1班,资源
18-1班

124 1--8

星期二 中医药学概论 5-6节
翠十二教
201*

徐燕 药学16-1班 37 9--10,12--13

星期二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309 郑敏毅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 100 1--8
星期二 实变函数 5-6节 翠二教102 吴小胜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82 1--10,12--15

星期二
工程地质原位测试
技术

5-6节 西二409* 吴道祥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1--5

星期二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204 张勇(仪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80 1--6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化工17-1班 43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文献检索 5-6节 翠七教104 王小巧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9 4--7
星期二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209 张俊生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98 3--8
星期二 建筑结构概念设计 5-6节 西二410* 胡波 16建工方向 42 7--10
星期二 统计学原理 5-6节 翠四教403 刘源 统计学17-1班 45 3--10,12--15

星期二 临床药物治疗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1*

杨潇潇 药学16-1班 37 6--8

星期二 土木工程制图  5-6节 主楼214 李小龙 土木18-1班 48 1--8
星期二 勘查地球化学 5-6节 西二403* 周跃飞 资源16-1班 32 1--8

星期二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5-6节
翠十二教
403*

滕有平 广告学16-1班 38 9--10,12--17

星期二 国际经济学 5-6节 翠七教104 何芸
经济学17-1班,金融17-1班,金
融17-2班

142 14--18

星期二 地球物理学概论 5-6节 主楼212* 葛粲 地质16-1班 27 1--8



星期二 拓扑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4*

陈智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16 1--8

星期二 流体力学 5-6节 翠四教401 李文智 环境17-1班 39 1--4
星期二 桥梁预应力技术 5-6节 西二309* 胡成 16 道桥方向 21 1--4,7--10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交通运输17-2班 37 2--16(双)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杨志民 机械13+生医3（制药、药学） 35 1--10,12--19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通信工程17-2班 47 2--16(双)
星期二 微生物育种学（A） 5-7节 翠十教 胡康棣 生物工程16-1班 31 12--16

星期二 公共建筑设计（3） 5-8节
刘阳,王
旭,潘榕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5,7--10,12-
-15

星期二 公共建筑设计（3） 5-8节
叶鹏,刘
源,曹海婴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5,7--10,12-
-16

星期二 可编程控制器 7-8节 西二504* 李红莉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76 3--9

星期二 构造地质学 7-8节 翠四教309 李加好
资源17-1班,地质学创新实验
17-1班,地质17-1班

59 1--9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车辆创新实验17-1班,交通运输
17-1班,交通运输17-2班

194 12--17

星期二 创意思考与表达 7-8节
黄翎,陈宇
飞,陈瑶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19 1--6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7-8节
张霆(物
理)

工业工17-1班 45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测控17-4班 39 2--16(双)

星期二 国际商法（外） 7-8节
翠十教
202*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3--17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生医17-2班 38 2--16(双)

星期二 绿色化学与化工 7-8节 主楼302* 吴雪平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59 7--10,15--16

星期二 中级微观经济学 7-8节
翠十教
205*

蒯鹏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经济
学17-1班

83 12--19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测控17-1班 41 2--16(双)
星期二 实变函数 7-8节 翠二教102 吴小胜 统计学17-1班,信息计17-1班 101 1--10,12--15
星期二 土木工程制图  7-8节 主楼405 王益 土木18-3班 45 1--8

星期二 创意思考与表达 7-8节
黄翎,陈宇
飞,陈瑶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 1--6

星期二 结构试验与检测技 7-8节 西二410* 周安 16级建工方向 97 1--4
星期二 心理咨询与实践 7-8节 翠四教305 潘莉(人 思政17-1班 44 9--10,12--19

星期二
用户界面设计与评
价

7-8节 翠七教106 周莉莉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7 5--10,12--13

星期二 中国翻译简史 7-8节 汪晓莉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27 3--10,12--19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7-8节
张霆(物
理)

工业工17-2班 42
1--9(单),13--
17(单)

星期二 计算机三维动画 7-8节
翠十二教
402*

魏志成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1 12--14

星期二 弹性力学 7-8节 翠四教405 钟剑 勘查17-1班 32 3--5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车辆17-1班,车辆17-3班,车辆
17-4班,车辆17-5班,车辆17-2
班

249 12--17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测控17-3班 39 2--16(双)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生医17-1班 35 2--16(双)
星期二 光纤通信技术 7-8节 西二509* 余有龙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00 1--7

星期二 物理化学C 7-8节 翠七教201 谢建晖
生物技17-1班,食品质量17-1
班,食品17-1班,食品17-2班

147 1--10,12--13

星期二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7-8节 主楼313* 姚华彦 16地下方向 38 9--10,12--15
星期二 数字逻辑电路A 7-8节 翠六教105 王昱洁 电信工17-3班 45 12--17
星期二 弹性力学 7-8节 翠四教405 贺文宇 勘查17-1班 32 6--10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西二202 李克明
电子商17-1班,工商管17-1班,
信息管17-1班,信息管17-2班,
电子商17-2班

239 12--17



星期二 硬件描述语言及应 7-8节 翠七教301 张旭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89 9--10,12--18

星期二 计算机三维动画 7-8节
翠十二教
402*

魏志成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49 12--14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测控17-2班 36 2--16(双)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7-8节 西二301 黄熙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79 12--19

星期二 土木工程制图  7-8节 主楼214 李小龙 土木18-1班 48 1--8
星期二 国际私法 7-8节 主楼424* 冯华 法学16-1班 43 2--10,12--14
星期二 科技文献检索 7-8节 翠一教101 朱成峰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5 12--15
星期二 数字逻辑电路A 7-8节 翠六教105 樊春晓 电信工17-3班 45 4--10

星期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7-8节 翠三教104 赵鹏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车辆17-4班,车辆17-5

244 1--8

星期二 地球系统科学 7-8节 西二403* 顾海欧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79 5--10,12--13
星期二 市场营销 7-8节 翠七教102 柯睿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4 1--8
星期二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7-8节 主楼313* 刘笑显 16地下方向 38 7--8

星期二 生命的奥秘与探索 9-10节 西二302 姚改芳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198 12--19

星期二 西方哲学十五讲 9-10节 翠三教101 李和佳 2016级，2017级，2018级 200 3--10
星期二 传统戏曲中的法文 9-10节 主楼201 叶反修 2018级， 150 12--19
星期二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0节 主楼214 陆益民 2015级，2016级 29 9--10
星期二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9-10节 翠五教303 刘源 城规17-1班 47 2
星期二 地下工程结构 9-10节 主楼313* 袁海平 16 地下方向 38 4--7

星期二 新闻广播英语 9-10节 西二102 查玮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160 3--5,7--10

星期二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0节 主楼305 陈恩伟 2015级，2016级 30 9--10
星期二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9-10节 翠五教303 刘源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0 2
星期二 地下工程结构 9-10节 主楼313* 汪亦显 16 地下方向 38 1--3,8

星期二 AutoCAD 9-10节 西二508* 刘咏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69 3--10

星期二 大学语文 9-10节 翠一教202 陆琳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300 3--10

星期二 新闻广播英语 9-10节 西二104 查玮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160 11

星期二
文学经典与社会人
生

9-10节 西二108 姚宁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75 3--10

星期二
舌尖上的食品添加
剂

9-10节 西二408* 张丹凤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46 3--10

星期二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1节 主楼214 陆益民 2015级，2016级 29 5--8
星期二 机械动力学基础 9-11节 主楼305 陈恩伟 2015级，2016级 30 5--8
星期二 3D制造技术综合实 9-11节 朱政红 2015级，2016级，2017级 29 3--10

星期二 古琴演奏初级 9-11节 翠九教103 吴晶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0 3--10

星期三 设计结构与工艺 1-2节 翠十教 胡兆稳 工业设17-1班 46 7--10,12--15
星期三 经济分析与预测 1-2节 翠四教310 李静 经济学17-1班 48 1--10
星期三 数值分析 1-2节 主楼112 董学平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00 1--4

星期三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

1-2节 翠六教208
徐娟（计
算机）

信息安17-1班 49 3--10

星期三 药学文献检索 1-2节
翠十二教
201*

马艳 药学16-1班 37 5--8

星期三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1-2节 西二203* 张勇
金属材16-2班,金属材16-3班,
金属材16-1班

116 12--13

星期三 城市立交与道路设 1-2节 西二309* 扈惠敏 16道桥方向 53 1--6

星期三
飞机数字化制造理
论与技术

1-2节 主楼223* 王红州 飞行器16-1班 42 1--10,12--15

星期三 临床医学概论 1-2节 翠八教 徐燕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0 5--10
星期三 计算机系统基础 1-2节 翠三教206 安鑫,陈田 软件17-1班 47 1--10,12--15
星期三 制度经济学 1-2节 翠十教 束克东 经济学16-1班 46 16--19



星期三 国际商法（外） 1-2节
翠十教
301*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1 13--17

星期三
机器学习基础 (数
据与智能工程)

1-2节 翠七教101 孙晓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83 12--19

星期三 生理学 1-2节 翠四教401 李强明 生物技17-1班 31 1--6

星期三 机械原理 1-2节 翠二教102
贺良国,李
新宇

车辆17-2班,车辆17-3班 100 1--10,12--15

星期三 外贸函电 1-2节
翠十一教
202*

马莲菁 英语16-1班,英语16-3班 18 3--10,12--19

星期三 物理化学 1-2节 翠三教301 李学良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39 9--10,12--17

星期三 离散数学 1-2节 主楼113 杨爱峰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1--8
星期三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1-2节 翠四教306 李冬冬 材料物理17-1班 45 1--8
星期三 流体力学B 1-2节 主楼305 郭帅 力学17-1班 36 9

星期三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1-2节 西二305* 葛锁良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3班,
自动化16-2班,自动化16-4班

109 1--10,12--13

星期三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 翠五教201 范之国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73 2--10,12--18

星期三 视觉传达设计原理 1-2节 翠十教 许放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1 1--4
星期三 室内绿化装饰 1-2节 翠八教 方法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2 3--6

星期三 混凝土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8--10

星期三 数学建模 1-2节 翠三教104 苏敏 统计学17-1班,信息计17-1班 97 1--8
星期三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401 刘晨 17测控3、4班（1） 22 5--10,12--16
星期三 高等有机化学概论 1-2节 翠一教101 王文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10,12--13
星期三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5 9--10,12--17
星期三 科技论文写作 1-2节 主楼323* 陶常法 能动16-1班 53 7--10
星期三 构造地质学 1-2节 翠四教304 谢成龙 勘查17-1班 33 1--9
星期三 数值分析 1-2节 主楼112 殷礼胜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00 5--8

星期三 药学文献检索 1-2节
翠十二教
201*

钱海生 药学16-1班 37 1--4

星期三 制度经济学 1-2节 翠十教 孙红燕 经济学16-1班 46 12--15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309 史明光 机设17-10班,飞行器17-1班 75 6--10
星期三 涡轮机原理 1-2节 主楼323* 汪陈芳 能动16-1班 49 12--17
星期三 电子技术A 1-2节 翠三教306 蒋琳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1--9
星期三 可编程控制器 1-2节 西二207* 程真英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34 3--9
星期三 逻辑学 1-2节 翠六教110 张高荣 思政17-1班 44 1--10
星期三 市场营销学 1-2节 翠六教108 陆燕春 国贸17-1班 38 1--8

星期三 数据库概论 1-2节 翠三教204
胡敏,沈明
玉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4 1--10,12--13

星期三 证券市场分析 1-2节 翠十教 张本照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1--10
星期三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103 董敬涛 17测控3、4班（2） 21 5--10,12--16

星期三 工程地质 1-2节 主楼230 汪明武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30 2--9

星期三 物理化学A 1-2节 翠三教201 陈春年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3--9(单),13

星期三
粉末冶金原理及工
艺

1-2节 西二203* 陈鹏起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9 7--10

星期三 流体力学B 1-2节 主楼305 徐翘 力学17-1班 36 2--8

星期三
粉末冶金原理及工
艺

1-2节 西二203* 程继贵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9 1--3,6

星期三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张莉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5 1--8

星期三 信息论基础A 1-2节 翠六教109 夏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3班,
电信工17-2班

133 1

星期三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1-2节 西二209* 陆文星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5--8

星期三 电子技术A 1-2节 翠三教306 张晨彧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10--12(双),13-
-16

星期三 运筹学 1-2节 主楼416 钱晓飞 工商管17-1班,市场营销17-1班 95 9--10,12--17
星期三 药理学(A) 1-2节 翠十教 胡康棣 生物技16-1班 42 12--19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109 程珍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4



星期三 跨文化管理（外） 1-2节
翠十教
302*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2--17

星期三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101 夏豪杰 17测控3、4班（3） 22 5--10,12--16
星期三 软件技术基础 1-2节 主楼112 董学平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8 12--15
星期三 混凝土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黄慎江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1--7
星期三 计量经济学 1-2节 西二407* 蒋翠侠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69 1--6
星期三 建设法规 1-2节 主楼413* 于竞宇 16工管方向 39 12--15
星期三 区域大地构造 1-2节 主楼212* 朱光 地质16-1班 20 1--10
星期三 测量学 1-2节 主楼215 黄世秀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1 1--8

星期三 大学物理B（上） 1-2节 西二202 刘成岳
智能电网18-1班,智能电网18-2
班,会计学18-1班,会计学18-2
班,电气创新18-1班

216 1--10,12--13

星期三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主楼302*
王莉(化
工)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116 5--8

星期三 室内设计原理 1-2节 翠八教 郭浩原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2 1--2
星期三 多元统计分析 1-2节 翠四教210 谭常春 金融17-2班 48 9--10,12--17
星期三 计算机辅助设计 1-2节 梅小妹 城规17-1班,风景园林17-1班 75 1--8
星期三 运筹学 1-2节 主楼416 刘心报 工商管17-1班,市场营销17-1班 95 1--8

星期三 混凝土结构设计 1-2节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1--7

星期三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1-2节 西二209* 梁昌勇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1--4
星期三 景观设计原理 1-2节 翠六教 魏晶晶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7 1--6

星期三 电动力学 1-2节 翠七教406 胡继刚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4
1--3(单),4--
10,12--15

星期三 物理化学A 1-2节 翠三教201 谢建晖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1

星期三 混凝土结构设计 1-2节 黄慎江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8--10
星期三 材料力学B 1-2节 翠七教206 詹春晓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1--7

星期三 数字电子技术 1-2节 主楼111
张海燕
（电气）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4 1--10,12

星期三 景观植物与应用 1-2节 翠八教 方法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9 7--10
星期三 软件技术基础 1-2节 主楼112 谭琦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8 16--19
星期三 材料力学B 1-2节 翠七教206 吴枝根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8--10,12--15
星期三 商务数据分析 1-2节 西二405* 王刚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0 9--10,12--15

星期三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2节
翠十教
203*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30 13--18

星期三 分子生物学A 1-2节 翠十教 曹树青 生物技16-1班 38 1--8
星期三 工程光学 1-2节 翠六教107 张俊喜 17测控3、4班（4） 21 5--10,12--16

星期三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1-2节 西二307* 陈薇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79 1--10,12--13

星期三 能源与动力工程概 1-2节 主楼323* 钱叶剑 能动16-1班 55 1--6

星期三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主楼302* 孙敏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116 1--4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109 苗刚中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5--10
星期三 建设工程监理 1-2节 西二409* 储诚富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2--9

星期三
机器学习基础 (数
据与智能工程)

1-2节 翠六教210 杨矫云 计算机17-3班 36 12--19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309 江兵 机设17-10班,飞行器17-1班 75 1--5
星期三 勘查地球物理 1-2节 西二403* 李红 资源16-1班 32 1--10
星期三 广告摄像 1-4节 翠四教208 王宜川 广告学16-1班 38 1--4
星期三 设计调查 1-4节 韦艳丽 工业设17-1班 44 3
星期三 品牌管理 3-4节 主楼305 李方一 市场营销17-1班 42 9--10,12--17

星期三 数字电子技术 3-4节 主楼111
张海燕
（电气）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2 1--10,12

星期三 财政学 3-4节 翠六教105 胡东兰 国贸17-1班 38 1--10

星期三 化工原理A（上） 3-4节 翠三教201 姚运金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9 7--10,12--13

星期三 波谱原理及解析 3-4节 翠三教301 吴祥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4--8
星期三 应用写作 3-4节 主楼424* 姚宁 法学16-1班 44 1--6



星期三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张育中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7--18

星期三 细胞生物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周伟 药学16-1班 39 5--10

星期三 大学物理B（上） 3-4节 翠七教201 李洪炬
电子科18-1班,电子科18-2班,
资源18-1班

131 1--10,12--13

星期三 全球气候变化 3-4节 主楼212* 孙贺 地质16-1班 25 8--10,12--16

星期三 材料力学B 3-4节 翠七教206 吴枝根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

148 8--10,12--15

星期三 经济史 3-4节 翠十教 陈宝兰 经济学16-1班 50 12--19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统计学17-1班 44 9--10,12--17
星期三 土力学B 3-4节 主楼113 钟剑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1 3--10,12--15

星期三 生物化学A 3-4节
翠八教
209*

潘利华,罗
建平

生物工程17-1班,生物技17-1班 66 1--10,12--19

星期三 道路工程概论 3-4节 翠四教304 查甫生 勘查17-1班 30 1--4
星期三 波谱原理及解析 3-4节 翠三教301 李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3
星期三 科技文件写作与交 3-4节 主楼223* 张骞 飞行器16-1班 33 12--14

星期三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3-4节 主楼302* 陈亚中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6 1--8

星期三 生物化学B 3-4节 翠六教106 石玮 制药17-1班 38 1--9,12

星期三 证券市场分析 3-4节
翠十教
205*

张本照
经济学16-1班,金融16-1班,金
融16-2班

142 1--10

星期三 工程经济 3-4节 翠七教101 扈静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8 1--10,12--13
星期三 电子商务概论 3-4节 主楼115 刘业政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9--10,12--17
星期三 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主楼112 董学平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12--15

星期三 信息论与编码 3-4节 翠六教101
蒋建国,苏
兆品

信息安17-1班 51 1--10,12--13

星期三 计算机系统基础 3-4节 翠三教206 安鑫,陈田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2 1--10,12--15

星期三 化工原理A（上） 3-4节 翠三教201 杨则恒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9 1--6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309 江兵 机设17-9班,机设创新实验17-1 73 1--5
星期三 交通运输学 3-4节 翠四教309 陈一锴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5--19

星期三 跨文化管理（外） 3-4节
翠十二教
205*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2 12--17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信息计17-1班 60 9--10,12--17
星期三 地基处理(Ⅰ) 3-4节 西二409* 查甫生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8--10,12--16
星期三 人力资源管理 3-4节 翠六教203 陈群 思政17-1班 49 1--10
星期三 绿色建筑概论 3-4节 翠六教 王旭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4 1--4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张莉 统计学17-1班 44 1--8
星期三 现代物流管理 3-4节 翠十教 夏琼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9 1--8
星期三 环境法学（模块2） 3-4节 翠四教305 韦林 环境17-1班 39 1--6
星期三 数学物理方法 3-4节 主楼214 詹春晓 力学17-1班 35 9--10,12--14
星期三 道路工程概论 3-4节 翠四教304 许龙 勘查17-1班 30 5--8
星期三 工程结构抗震 3-4节 西二410* 宋满荣 16级建工方向 101 13--16
星期三 财务分析 3-4节 西二407* 陈波(管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30 1--8
星期三 工程结构抗震 3-4节 主楼413* 郅伦海 16级工管方向 35 7--10,12--15
星期三 数学建模 3-4节 翠三教104 苏敏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66 1--8

星期三 细胞生物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屈玮 药学16-1班 39 1--4

星期三 飞机钣金成型技术 3-4节 主楼223* 李德宝 飞行器16-1班 42 1--7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主楼112 董学平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100 1--4
星期三 热工过程自动控制 3-4节 主楼323*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1--8
星期三 计算机三维动画 3-4节 翠八教 魏志成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1 12--14
星期三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8 余有龙 17测控1、2班（4） 20 5--10,12--16
星期三 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主楼112 谭琦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16--19

星期三 电子技术A 3-4节 翠三教306 张晨彧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91
10--12(双),13-
-16

星期三 地图学 3-4节 翠四教306 陈义华 地理17-1班 38 14--15
星期三 坐标测量技术 3-4节 西二504* 于连栋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41 1--7
星期三 区域大地构造 3-4节 西二403* 王勇生 资源16-1班 32 1--10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张莉 信息计17-1班 60 1--8



星期三 地图学 3-4节 翠四教306 刘建敏 地理17-1班 38 12--13,16--19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309 史明光 机设17-9班,机设创新实验17-1 73 6--10
星期三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3-4节 西二405* 梁昌勇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8 1--4
星期三 环境工程原理 3-4节 翠四教206 陈冬 环境17-1班 40 16--17
星期三 大地测量基础（1） 3-4节 主楼214 周志易 测绘17-1班 35 1--5

星期三 工程地质 3-4节 主楼230 汪明武
土木17-4班,土木17-6班,土木
17-5班

133 2--9

星期三 桥梁工程 3-4节 西二309* 何敏 16道桥方向 84 1--7

星期三 运筹与优化 3-4节
翠十二教
106*

汪峻萍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77 1--10,14--18

星期三 信息管理学 3-4节 西二405* 顾东晓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0 9--10,12--17
星期三 地质调查技术与规 3-4节 翠四教208 李龙明 资源17-1班 31 8--10,12--16
星期三 交通运输学 3-4节 翠四教309 陈佳佳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2--14

星期三 机械原理 3-4节 翠二教102
贺良国,李
新宇

车辆17-4班,车辆17-5班 102 1--10,12--15

星期三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董敬涛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52 2--4
星期三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401 夏豪杰 17测控1、2班（1） 21 5--10,12--16

星期三 中外美术简史 3-4节
翠十二教
403*

曹昊,陈瑶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环境设计
17-2班,环境设计17-1班

69 1--10

星期三 桥梁工程 3-4节 西二309* 张鸣祥 16道桥方向 84 8--10,12--15

星期三 DSP原理及应用 3-4节 西二307* 杨双龙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89 12--15

星期三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3-4节
翠十教
301*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0 13--18

星期三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陈丽娟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52 5--7
星期三 数值分析 3-4节 主楼112 殷礼胜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100 5--8

星期三 运筹与优化 3-4节
翠十二教
106*

汪峻萍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71 1--10,14--18

星期三 施工组织设计 3-4节 西二410* 江小燕 16建工、工管方向 130 1--6
星期三 财政学 3-4节 翠四教310 彭飞 经济学17-1班 46 1--10
星期三 计算机三维动画 3-4节 翠八教 魏志成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49 12--14
星期三 低温原理与技术 3-4节 西二105* 吴昊(机 能动16-2班 42 9--10,12--17
星期三 UML及其建模工具 3-4节 西二209* 王国强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56 1--6

星期三 国际商法（外） 3-4节
翠十教
302*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3--17

星期三 科技文件写作与交 3-4节 主楼223* 徐玉福 飞行器16-1班 33 15

星期三 工程结构抗震 3-4节 西二410*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方向 101 8--10,12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109 苗刚中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5--10

星期三 DSP原理及应用 3-4节 西二305* 徐科军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6 12--15

星期三 电器与PLC控制 3-4节 西二305* 穆道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8 1--10

星期三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3-4节 西二405* 陆文星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8 5--8

星期三 数据库概论 3-4节 翠三教204
胡敏,沈明
玉

软件17-1班 50 1--10,12--13

星期三 城市摄影 3-4节
蔡飞,陈宇
飞

城规17-1班 54 1--4

星期三 植物造景 3-4节 翠八教 方法菊 风景园林17-1班 29 1--8

星期三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基础（双语）

3-4节
翠十二教
303*

张彦(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2--10

星期三 电子技术A 3-4节 翠三教306 蒋琳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91 1--9

星期三 电器与PLC控制 3-4节 西二307* 李帷韬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1 1--10

星期三 材料力学B 3-4节 翠七教206 詹春晓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

148 1--7

星期三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3-4节 翠六教107 王金诚 材料物理17-1班 53 1--9

星期三 人机工程学 3-4节
翠十二教
402*

张萍 工业设17-1班 43 3--10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109 程珍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4
星期三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4节 翠七教406 仇怀利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4 1--10,12--15
星期三 产业经济学 3-4节 翠十教 孙红燕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9--10,12--19
星期三 数学物理方法 3-4节 主楼214 高永新 力学17-1班 35 15--17
星期三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卢荣胜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2--16
星期三 基坑与边坡工程 3-4节 主楼313* 朱亚林 16地下方向 39 9--10,12--15
星期三 多元统计分析 3-4节 翠四教210 谭常春 金融17-1班 50 9--10,12--17
星期三 市场营销 3-4节 翠三教106 柯睿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4 1--8
星期三 生物化学B 3-4节 翠六教110 胡康棣 制药17-2班 36 1--9,12

星期三 大学语文 9-10节 翠一教202 王昳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300 3--10

星期三
文学经典与社会人
生

9-10节 翠二教101 姚宁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97 3--10

星期三 电子技术B 9-10节 主楼115 李小燕 电子技术B重修班 29 3--10

星期三
三坐标测量技术与
实践

9-10节 胡友树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15 3--10

星期三 智慧养老 9-10节 翠三教201 安宁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02 3--10

星期三 C/C++语言程序设计 9-10节 主楼112 杨矫云 C/C++语言程序设计重修班 67 5--9

星期三
国防生思想政治教
育(8)

9-10节 主楼211* 钱海志 15级国防生 34 3--5,8

星期三 军队基层文化工作 9-10节 主楼211* 钱海志 16级国防生 66 12--18

星期三 认识癌症 9-10节 翠一教202 缪昭华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300 12--19

星期三
西方电影欣赏（外
语）

9-10节 西二508* 吴群 2016级，2017级，2018级 268 3--10

星期三 英语语音强化 9-11节 翠三教206 邓英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16 3--10

星期三
发明专利撰写与申
请

9-11节 西二108 徐玉福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234 12--16

星期三 古琴演奏初级 9-11节 吴晶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0 3--10

星期三 Python程序设计 9-11节 翠五教108 李培培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99 3--10

星期三
发明专利撰写与申
请

9-9节 西二108 徐玉福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234 17

星期四 发酵工程B 1-2节 翠十教 杨柳 生物技16-1班 37 1--8
星期四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3 李振轩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8 9--10,12--13

星期四 国际商法（外） 1-2节
翠十教
203*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3--17

星期四 地基处理 1-2节 主楼313* 袁海平 16地下方向 29 4--6
星期四 产业经济学 1-2节 翠十教 陶爱萍 经济学16-1班 48 1--10
星期四 加热设备及车间设 1-2节 西二106* 徐光青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77 8--10,12--16

星期四 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主楼230 詹炳根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35 1--8

星期四 大学物理B（上） 1-2节 翠七教201 李洪炬
电子科18-1班,电子科18-2班,
资源18-1班

131 1--10,12--13

星期四 算法导论 1-2节
翠九教
101*

王青山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数学16-1班,数学16-2班

94 1--10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六教208 杨学玲 汽车交通四级1班 44 3--10,12--17
星期四 管理概论 1-2节 翠五教202 张玺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5 5--10,12--13

星期四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1-2节 翠五教101 于少明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2 12--17

星期四 XML 1-2节 主楼412 程浩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3--8
星期四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2 叶周润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91 14--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402

闵璇 建艺四级2班 45
5--9(单),13--
17(单)

星期四 制冷原理 1-2节 主楼324* 杨磊 能动16-2班 42 6--10,12
星期四 客户关系管理 1-2节 西二209* 尹朋珍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58 1--8



星期四 仪器分析 1-2节 翠一教101 李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10

星期四 材料力学性能A 1-2节 西二203* 陈畅 金属材16-3班 39
1--3,6--10,12-
-13

星期四 地基处理 1-2节 主楼313* 汪亦显 16地下方向 29 1--3

星期四 信息隐藏技术★ 1-2节 翠六教103
郑淑丽,胡
东辉

信息安17-1班 49 5--10

星期四 药事管理学 1-2节
翠十二教
201*

徐红梅 药学16-1班 37 1--8

星期四 纳税筹划 1-2节 西二407* 杨模荣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101 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306

许秋敏 经济四级1班 42
5--9(单),13--
17(单)

星期四 环境心理学 1-2节
翠十二教
402*

曾锐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5 9--10,12--13

星期四 数理统计 1-2节 翠四教403 姚梅 统计学17-1班 46 1--10

星期四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2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0 13--18

星期四 计算机系统基础 1-2节 翠三教206 安鑫,陈田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2 1--10,12--15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C402

闵璇 建艺四级3班 48
5--9(单),13--
17(单)

星期四 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西二305* 黄云志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5 1--8

星期四 机电产品概论 1-2节
翠十教
202*

钱森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91 3--10

星期四 建筑设备与选型 1-2节 翠六教 张爱凤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2 1--8

星期四 药物设计学 1-2节
翠十二教
201*

廖晨钟 药学16-1班 37 10--12(双),13

星期四 中外美术简史 1-2节
翠十二教
403*

曹昊,陈瑶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环境设计
17-2班,环境设计17-1班

69 1--3

星期四 跨文化管理（外） 1-2节
翠十教
301*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2--15

星期四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3 朱勇超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8 14--17
星期四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 1-2节 西二407* 姚禄仕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四 随机信号分析 1-2节 翠七教206 孙锐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50 2--9

星期四 网站建设与管理 1-2节 主楼230 朱旭辉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5 9--10,12--15
星期四 概率论 1-2节 翠四教309 曹丽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7 1--10,12--15

星期四 材料力学A 1-2节 主楼201 李昊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力学
17-1班

135 1--3,12--19

星期四 遥感技术及应用 1-2节 西二403* 刘建敏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7--10,12--13
星期四 分析力学 1-2节 翠七教406 王飞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6 1--6
星期四 钢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肖亚明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8 1--5
星期四 植物生理学 1-2节 翠四教301 樊婷婷 生物技17-1班 33 1--6
星期四 操作系统 1-2节 翠三教204 李琳,贾伟 软件17-1班 50 1--10,12--15
星期四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 1-2节 西二207* 程真英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20 1--4
星期四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 1-2节 翠四教405 丁慧民 思政17-1班 43 5--10,12--17

星期四 材料力学A 1-2节 主楼201 刘一华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力学
17-1班

135 4--10

星期四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1 高飞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88 9--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许秋敏 微电子四级2班 51 6--16(双)
星期四 制冷原理 1-2节 主楼324*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13--17

星期四 药物设计学 1-2节
翠十二教
201*

谢周令 药学16-1班 37 14--18

星期四 商业研究方法 1-2节 西二209* 姜元春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89 9--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吴昀 建艺四级5班 48 6--16(双)
星期四 制冷原理 1-2节 刘向农 能动16-2班 42 6--10,12
星期四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1-2节 西二403* 谢成龙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5 1--6
星期四 人文经济地理 1-2节 翠六教408 田剑 地理17-1班 37 7--10,12--13

星期四
过程工程导论(双
语）

1-2节 西二204* 刘昆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97 1--6



星期四 工程测量 1-2节 主楼112 吴兆福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91 9--10,12--13
星期四 地震工程地质 1-2节 西二409* 马海春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0 2--9
星期四 制冷原理 1-2节 杨磊 能动16-2班 42 13--17

星期四
建筑形态与造型语
言

1-2节
翠十二教
402*

郑志元 风景园林17-1班 31 1--4

星期四 精细化工工艺学 1-2节 主楼302* 陈天云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1 1--6

星期四 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西二301 周万良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31 1--8

星期四 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西二307* 姜苍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105 1--8

星期四 电机及拖动基础 1-2节 西二208* 程源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93 1--10,12--15

星期四
信息系统软件架构
设计

1-2节 西二405* 靳鹏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3 1--10

星期四 计算机图形学 1-2节 主楼215 王晓华 测绘17-1班 36 1--8
星期四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1-2节 主楼424* 张询书 法学16-1班 43 5--10,12--17

星期四
计算机在地学中的
应用

1-2节 翠四教210 赵萍 资源17-1班,地质17-1班 41 1--6

星期四 管理沟通 1-2节 主楼305 罗宣 工商管17-1班 58 1--8

星期四 信息论基础A 1-2节
翠六教
102*

夏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3班,
电信工17-2班

133 2--9

星期四 半导体器件物理 1-2节
翠十二教
303*

程心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7 1--10,12--14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吴昀 建艺四级4班 44 6--16(双)
星期四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 1-2节 西二207* 黄强先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20 5--8
星期四 钢结构设计 1-2节 西二410* 王静峰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8 6--10
星期四 高分子化学 1-2节 翠六教109 刘春华 高分子17-1班,高分子17-2班 55 1--7
星期四 国际结算与贸易融 1-2节 翠十教 窦晨彬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27 3--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1-2节 翠科教 孟静 建艺四级1班 46 6--16(双)
星期四 高分子化学 1-2节 翠六教109 朱元元 高分子17-1班,高分子17-2班 55 8--10,12--15
星期四 内燃机原理 1-2节 主楼323* 程晓章 能动16-1班 47 6--10,12--19
星期四 人文经济地理 1-2节 翠六教408 赵慧 地理17-1班 37 1--6
星期四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卢荣胜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2--16
星期四 中国建筑史A 3-4节 翠六教 贺为才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0 9--10,12--19
星期四 财务报表分析 3-4节 翠四教308 吴文生 国贸17-1班 37 12--19
星期四 机械设计基础A 3-4节 翠四教312 胡献国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7 14--15
星期四 机械原理 3-4节 翠五教304 田杰 车辆17-1班,飞行器17-1班 89 1--10,12--15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203 韩莉妲 食品四级2班 30 3--10,12--17
星期四 数字图像处理 3-4节 西二207* 张育中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9 17

星期四 临床药物治疗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杨潇潇 药学16-1班 37 6--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孟静 化工四级5班 40 6--16(双)
星期四 电子商务 3-4节 翠十教 丁涛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6 1--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208 杨学玲 电物四级1班 41 3--10,12--17
星期四 广告专业英语 3-4节 翠四教210 唐军 广告学16-1班 41 1--10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02 左小晗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10--12(双),13-
-19

星期四 测量学 3-4节 翠五教301 屈小川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5--8
星期四 水力学A 3-4节 主楼411 曹广学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0 1--10,12--15

星期四 国际商法（外） 3-4节
翠十教
302*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1 13--17

星期四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3-4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30 13--18

星期四 计量经济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4*

凌能祥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19 6--10,14--18

星期四 世界经济（英） 3-4节 翠四教401 那明 国贸17-1班 40 1--8
星期四 运筹学 3-4节 翠四教206 丁建勋 交通工17-2班 44 16--19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10* 关群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12--19

星期四 城乡规划原理B 3-4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8

星期四 数字电子技术 3-4节 翠八教109 尹柏强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1 7--10,12

星期四 化学反应工程 3-4节 主楼302* 徐超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9--10,15--17

星期四 计算机系统基础 3-4节 翠三教206 安鑫,陈田 软件17-1班 47 1--10,12--15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吴昀 化工四级1班 42 6--16(双)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4

王荣莉 化工四级3班 41
5--9(单),13--
17(单)

星期四 计算流体力学及应 3-4节 主楼223* 张兵 飞行器16-1班 37 3--6

星期四 模型制作B 3-4节
翠十二教
402*

宋敏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49 7--8

星期四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 3-4节 主楼423 陶庭叶 测绘17-1班 38 1--10,12--13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主楼201 何沛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1--2

星期四 临床药物治疗学 3-4节
翠十二教
201*

段亚君 药学16-1班 37 1--5

星期四 外国建筑史 3-4节
翠十二教
403*

徐震 城规17-1班 48 12--19

星期四 中级财务会计 3-4节 翠七教101 朱卫东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3--10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02 何沛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3--9

星期四 基因工程原理 3-4节 唐晓凤 生物技16-1班 39 8
星期四 企业价值评估 3-4节 西二407* 刘军航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109 12--19
星期四 网络技术 3-4节 西二306 蒋翠清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3 1--10,12--13
星期四 创业管理 3-4节 西二405* 程八一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10 1--8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主楼202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1--2

星期四 信号与系统 3-4节 翠六教207 徐昕 测控17-4班 46 1--10,12--13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徐捷 化工四级6班 45 6--16(双)

星期四 化学反应工程 3-4节 主楼302* 张卫新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5--8

星期四 水力学A 3-4节 主楼411
王军（土
水）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0 16--17

星期四 钢与组合结构桥 3-4节 西二309* 陈亮 16道桥方向 62 1--6
星期四 矿山地质学 3-4节 主楼212* 谢建成 地质16-1班 23 1--6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C404

王荣莉 化工四级2班 42
5--9(单),13--
17(单)

星期四 矿山地质学 3-4节 西二403* 张达玉 资源16-1班 31 1--6
星期四 交通工程学 3-4节 翠七教406 柏海舰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10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209 方秀敏 食品四级3班 30 3--10,12--17
星期四 食品加工工艺基础 3-4节 翠十教 陈寒青 食品16-1班 36 4--10
星期四 操作系统 3-4节 翠三教204 李琳,贾伟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 94 1--10,12--15

星期四 中医药学概论 3-4节
翠十二教
201*

方群玲 药学16-1班 37 14--17

星期四 司法文书与律师学 3-4节 主楼424* 张询书 法学16-1班 43 7--10,12--17
星期四 运筹学 3-4节 翠四教206 龙建成 交通工17-2班 44 12--15
星期四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401 夏豪杰 17测控1、2班（1） 21 5--10,12--15
星期四 药物化学（B） 3-4节 翠十教 庞敏 生物工程16-1班 21 13--19
星期四 矿田构造 3-4节 主楼212* 王勇生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7--10,12--13

星期四 中医药学概论 3-4节
翠十二教
201*

徐燕 药学16-1班 37 9--10,12--13

星期四 信息论 3-4节
翠十二教
401*

彭凯军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63 1--10

星期四 医药学基础 3-4节 翠二教102 徐红梅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9 1--9,12
星期四 数字电子技术 3-4节 翠八教109 张大波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1 1--6
星期四 热交换器原理与设 3-4节 主楼323* 揭德算 能动16-2班 42 12--17
星期四 发育生物学 3-4节 翠十教 肖桂然 生物技16-1班 38 12--19



星期四 机床电气控制基础 3-4节 主楼223* 王伟1 飞行器16-1班 24 12--16
星期四 网络金融与支付 3-4节 西二209* 凌海峰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0 4--9
星期四 信息经济学 3-4节 主楼305 焦建玲 工商管17-1班 47 1--4
星期四 机械设计基础 B 3-4节 翠五教202 张晔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10,12
星期四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8 余有龙 17测控1、2班（4） 20 5--10,12--15
星期四 加热设备及车间设 3-4节 西二203* 谭晓月 金属材16-3班 41 8--10,12--16
星期四 企业管理学 3-4节 翠四教401 张慧玲 思政17-1班 44 9--10,12--19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110 吴群 食品四级4班 40 3--10,12--17

星期四 材料力学性能A 3-4节 西二106* 杜晓东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80
1--3,6--10,12-
-13

星期四
图像传感与视觉测
量技术

3-4节 西二509* 张进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1 1--4

星期四 食品加工工艺基础 3-4节 翠十教 章宝 食品16-2班 39 4--10

星期四 专业英语 3-4节 西二304* 胡金芳
车辆16-1班,车辆16-2班,车辆
16-3班

150 13--18

星期四 城市规划原理B 3-4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风景园林17-1班 30 1--6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六教201 潘晨曦 资环四级1班 44 3--10,12--17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上）

3-4节 西二301 黄熙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79 12--19

星期四
图像传感与视觉测
量技术

3-4节 西二509* 杨永跃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1 5--7

星期四 市场营销学 3-4节 翠四教403 庄德林 经济学17-1班 46 1--8
星期四 机械设计基础A 3-4节 翠四教312 宋晖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7 1--10,12--13

星期四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设计及EDA技术

3-4节
翠十二教
303*

杨小平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6 3--6

星期四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设计及EDA技术

3-4节
翠十二教
303*

鲁迎春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6 1--2,7--8

星期四 测量学 3-4节 翠五教301 余敏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1--4
星期四 逻辑学 3-4节 翠四教206 张高荣 思政17-1班 44 1--8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西二510*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3--10

星期四 建筑构造B 3-4节 西二410* 张亮 16建工、工管方向 30 8--10,12--16

星期四 跨文化管理（外） 3-4节
翠十教
205*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2--15

星期四 信息经济学 3-4节 主楼305 陆安 工商管17-1班 47 5--8

星期四 西方经济学 3-4节 翠四教109 郝晶晶
统计学17-1班,数学17-1班,数
学17-2班

113 12--19

星期四 城市规划原理B 3-4节
翠十教
105*

王琳,古今
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6 1--6

星期四 基因工程原理 3-4节 翠十教 唐晓凤 生物技16-1班 39 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3-4节 翠科教 孟静 化工四级4班 40 6--16(双)

星期四 法语（2） 5-5节
翠十二教
203*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13,16

星期四 交通工程CAD 5-6节 翠四教212 尚熳廷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4 3--4
星期四 传热学 5-6节 主楼324* 周涛涛 能动16-1班 50 1--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406 何静静 计算机四级4班 44 3--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科教 董莉莉 软件四级3班 41 6--16(双)
星期四 营养化学（C） 5-6节 翠十教 苗敏 生物技16-1班 39 1--8
星期四 矿石（相）学 5-6节 西二403* 范裕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1--4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科教 楼宝春 软件四级2班 44 6--16(双)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9 方秀敏 计算机四级5班 44 3--10,12--17
星期四 传热学 5-6节 主楼406* 赵红玲 能动16-2班 46 1--8
星期四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5-6节 翠五教404 刘源 城规17-1班 47 2--6
星期四 信号与系统 5-6节 翠五教208 徐梦洁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86 1--6
星期四 光学制造技术 5-6节 西二207* 郎贤礼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61 1--7
星期四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 5-6节 翠二教102 徐奇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8 12--17
星期四 随机过程 5-6节 翠四教109 吴文生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5--8



星期四 跨文化管理（外） 5-6节
翠十二教
205*

Beck Hing
Lee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2 12--15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5 许明莲 数学四级2班 46 3--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科教 董莉莉 软件，数学四级1班 44 6--16(双)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03 韩莉妲 计算机四级3班 42 3--10,12--17

星期四 执业药师资格概论 5-6节
翠十二教
201*

谢周令 药学16-1班 37 2--9

星期四 信号与系统 5-6节 翠六教403 陈东 测控17-3班 41 1--10,12--13

星期四
生物医学测量与传
感器

5-6节 翠七教301 成娟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0 2--9

星期四 室内设计原理 5-6节 翠八教 郭浩原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2 1--2

星期四 数据通信与网络 5-6节 西二305* 王华强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95 5--10,12--13

星期四 审计学 5-6节 西二407* 吴勇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302 孙玉红

经济学17-1班,国贸17-1班,金
融17-1班,经济合作办学17-1
班,金融17-2班,经济合作办学
17-2班,经济合作办学17-3班

262 12--17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西二302 曹钰
土木18-1班,土木18-2班,土木
18-3班

130 1--8

星期四 坐标测量技术 5-6节 西二504* 李维诗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22 1--7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西二102 陈伟
能动16-1班,光信息16-1班,能
动16-2班,光信息16-2班

166 12--17

星期四 交通运输经济学 5-6节 主楼406* 李遥 交通运输16-1班,交通运输16-2 41 14--19

星期四 日语（2） 5-6节
翠八教
202*

徐仙梅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0 1--10,12--17

星期四 建筑创作理论与方 5-6节 翠六教 曹海婴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44 1--4

星期四 材料的摩擦与磨损 5-6节 西二203* 付俊伟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2班,
金属材16-3班

116 9--10,12--16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车辆17-1班,车辆17-3班,车辆
17-4班,车辆17-5班,车辆17-2
班

249 12--17

星期四 德语（2） 5-6节
翠八教
203*

陈星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15 1--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10 潘晨曦 计算机四级7班 44 3--10,12--17

星期四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建工）

5-6节 西二410* 李庆锋 16建工、工管方向 132 7--10,12--13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06 陈正华 数学四级3班 45 3--10,12--17
星期四 桥梁概念设计与美 5-6节 西二309* 李丹 16道桥方向 80 9--10,12--15
星期四 施工组织设计 5-6节 西二309* 李雪峰 16级道桥方向 84 3--8

星期四 煤化工工艺学 5-6节 主楼302* 张大伟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2 6--10

星期四 计算机图形学 5-6节 翠四教310 杨欣 地理17-1班 37 1--6
星期四 国际经济法学 5-6节 主楼424* 冯华 法学16-1班 43 2--10,12--14
星期四 科技文献检索 5-6节 翠一教101 朱成峰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5 12--15

星期四 国际商法（外） 5-6节
翠十教
205*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4--15

星期四 影视广告后期制作 5-6节 翠四教310 高健健 广告学16-1班 37 9--10,12--13
星期四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5-6节 西二409* 钱家忠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2 1--8

星期四 法语（2） 5-6节
翠八教
204*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1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301 刘金
地下水18-1班,应用物18-1班,
机设18-10班,车辆创新18-1班

135 1--8

星期四 期货理论与实务 5-6节 翠十教 满强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34 12--19

星期四 法语（2） 5-6节
翠十二教
303*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2--10

星期四 数控技术及装备 5-6节 主楼223* 王伟1 飞行器16-1班 42 1--7

星期四 物理化学C 5-6节 翠七教104 谢建晖
生物技17-1班,食品质量17-1
班,食品17-1班,食品17-2班

147 1--10,12--13



星期四 数控技术及装备 5-6节 主楼223* 周剑 飞行器16-1班 42 8--9
星期四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5-6节 主楼313* 姚华彦 16地下方向 38 9--10,12--15
星期四 ERP 5-6节 西二405* 杨颖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5 3--8
星期四 计算机图形学 5-6节 翠四教310 陈义华 地理17-1班 37 7--8

星期四 工程地质 5-6节 主楼230 汪明武
土木17-4班,土木17-6班,土木
17-5班

133 2--9

星期四 化工传递过程 5-6节 西二204* 刘昆
化工16-1班,化工16-3班,化工
16-2班

97 1--10

星期四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 5-6节 翠二教102 杨小平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8 1--10

星期四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建工）

5-6节 西二410* 陈安英 16建工、工管方向 132 1--6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西二202 刘红梅
土木18-4班,土木18-5班,土木
18-6班

129 1--8

星期四 矿产综合勘查技术 5-6节 西二403* 范裕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2 5--10,12--13
星期四 地貌第四纪地质 5-6节 翠四教308 施小平 勘查17-1班 30 1--8
星期四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5-6节 主楼313* 刘笑显 16地下方向 38 7--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10 吴群 计算机四级6班 42 3--10,12--17

星期四 煤化工工艺学 5-6节 主楼302* 陈天云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22 1--5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翠五教201 潘家耕
机设18-7班,机设18-8班,机设
18-9班

119 1--8

星期四 法语（2） 5-6节
翠十二教
203*

夏然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57
12--14(双),15-
-17(单)

星期四 免疫学 5-6节 翠十教 肖桂然 生物技16-1班 37 12--19

星期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6节 翠三教104 赵鹏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车辆
17-3班,车辆17-4班,车辆17-5

244 1--8

星期四 拓扑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4*

陈智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16 1--8

星期四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A 5-6节 翠五教404 刘源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0 2--8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6 王荣莉 数学四级1班 43 3--10,12--17
星期四 信号与系统 5-6节 翠五教208 杨蕾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86 7--10,12--13
星期四 冲压工艺学 5-6节 主楼223* 叶家鑫 飞行器16-1班 17 12--16
星期四 近代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7 4--9

星期四 证券市场分析 5-6节
翠十教
205*

郑岚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14 1--4,6--10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车辆创新实验17-1班,交通运输
17-1班,交通运输17-2班

194 12--17

星期四 随机过程 5-6节 翠四教109 周华东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8 1--4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207 窦忠琴 计算机四级2班 45 3--10,12--17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六教108 徐捷 马克思四级1班 46 3--10,12--17

星期四 物理化学D 5-6节 翠六教209 杨真真
生物工程17-1班,环境17-1班,
资源17-1班

106 1--10,12--13

星期四 大学英语（4） 5-6节 翠科教 马莲菁 计算机四级8班 45 6--16(双)
星期四 微生物育种学（A） 5-7节 翠十教 胡康棣 生物工程16-1班 31 12--16

星期四 软件工程方法 5-7节
翠十二教
106*

何蕾
信息计16-2班,数学16-1班,数
学16-2班,信息计16-1班

69 14--18

星期四 编码理论 5-7节 翠九教 朱士信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100 1--10

星期四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计(1)（庭园与广场
设计）

5-8节
吕晓倩,黄
颖

风景园林17-1班 29 9--10,12--17

星期四 人体工程学 5-8节
周莉莉,张
悦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环境设计
17-1班,环境设计17-2班

69 3--10

星期四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 5-8节 张泉 风景园林17-1班 29 1--8

星期四 公共建筑设计 5-8节
胡慧,任舒
雅,曾锐

城规17-1班 46 7--10,12--16

星期四 设计综合表达（1） 5-8节 祝莹 工业设17-1班 41 9--10,12--17

星期四 居住空间室内设计 5-8节
谢珂,郭浩
原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2 12--17

星期四 广告与招贴设计 5-8节 许放,曹昊 视觉传达设计16-1班 19 1--8



星期四 UI交互设计 5-8节
陈晓亮,黄
翎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1 12--19

星期四 弹性力学 7-8节 翠四教405 贺文宇 勘查17-1班 32 5--10
星期四 国际贸易学 7-8节 翠六教105 王帅 国贸17-1班 40 1--10
星期四 运筹学 7-8节 翠四教303 丁建勋 交通工17-1班 42 16--19
星期四 流体力学 7-8节 翠四教401 李文智 环境17-1班 39 1--4
星期四 交通运输经济学 7-8节 主楼406* 李遥 交通运输16-1班,交通运输16-2 44 14--19

星期四 计算机控制技术 7-8节 西二305* 李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104 5--10,12--13

星期四 弹性力学 7-8节 翠四教405 钟剑 勘查17-1班 32 3--4
星期四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 7-8节 翠四教310 吴学凤 生物工程17-1班 32 1--6

星期四
第二外语（日、法
、

7-8节
翠十二教
205*

徐仙梅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
作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

18 3--10,12--19

星期四 信息光学 7-8节 西二207* 刘志健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7 12--18
星期四 流体力学 7-8节 翠四教401 黄千里 环境17-1班 39 5--8
星期四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7-8节 翠四教212 金灿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7

星期四 工程地质 7-8节 主楼230 汪明武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30 2--9

星期四 硬件描述语言及应 7-8节 翠六教101 方静 电信工17-3班 45 9--10,12--18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101 孙玉红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统计
学17-1班,信息计17-1班

169 12--17

星期四 密码学概论 7-8节 翠六教106 朱晓玲 信息安17-1班 50 1--10
星期四 货币银行学 7-8节 翠四教403 朱扬光 统计学17-1班 24 1--10
星期四 移动开发技术 7-8节 主楼411 伍章俊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100 1--8

星期四 国际经济学 7-8节 翠七教106 张先锋
经济学17-1班,金融17-1班,金
融17-2班

142 8--10,12--13

星期四 城市地理学 7-8节 主楼317 张春菊 测绘17-1班 51 1--8
星期四 地下工程结构 7-8节 主楼313* 袁海平 16 地下方向 38 4--7

星期四
材料科学基础1
（上）

7-8节 翠四教205 张学斌 金属材17-3班 36
10--12(双),13-
-19

星期四 人力资源管理 7-8节 翠六教206 陈群 思政17-1班 49 1--10
星期四 硬件描述语言及应 7-8节 翠七教301 张旭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89 9--10,12--18
星期四 汽车技术 7-8节 主楼323* 卫将军 能动16-1班 54 4--9
星期四 近代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7 4--9
星期四 计算方法 7-8节 翠四教309 郑敏毅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 100 1--8
星期四 地下工程结构 7-8节 主楼313* 汪亦显 16 地下方向 38 1--3,8
星期四 组织行为学 7-8节 主楼405 代宝 工商管17-1班 57 1--8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104 咸怡帆
车辆18-4班,车辆18-5班,信息
安18-1班

118 1--8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西二202 李克明
电子商17-1班,工商管17-1班,
信息管17-1班,信息管17-2班,
电子商17-2班

239 12--17

星期四 货币银行学 7-8节 翠四教312 孙纲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62 1--10
星期四 地质调查技术与规 7-8节 翠四教208 李龙明 资源17-1班 31 8--10,12--16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303 李和佳
软件18-3班,软件18-4班,应化
18-2班

118 1--8

星期四 运筹学 7-8节 翠四教303 龙建成 交通工17-1班 42 12--15

星期四
材料科学基础1
（上）

7-8节 翠四教112 孙建 金属材17-1班,金属材17-2班 53
10--12(双),13-
-19

星期四 数字逻辑电路基础 7-8节 翠四教209 刘军 材料物理17-1班 45 1--10,12--15

星期四 国际经济学 7-8节 翠七教106 何芸
经济学17-1班,金融17-1班,金
融17-2班

142 14--18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工业工17-1班,飞行器17-1班,
机设创新实验17-1班,工业工
17-2班

154 12--17

星期四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7-8节 翠五教101
张本宏,郑
利平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40 9--10,12--15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204 王能能
软件18-1班,软件18-2班,应化
18-1班,机械创新18-1班

147 1--8



星期四
制冷与低温技术专
业英语

7-8节 主楼323* 叶斌 能动16-2班 42 12--17

星期四 国际私法 7-8节 主楼424* 冯华 法学16-1班 43 2--10,12--14

星期四 国际营销学 7-8节
翠十一教
202*

王琼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14 12--19

星期四 工业发展史 9-10节 田杰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30 3--10

星期四 环境噪声控制技术 9-10节 主楼201 李家柱 2017级，2018级 120 3--10
星期四 机械原理 9-10节 主楼113 张晔 机械原理重修班 80 3--10,12--15

星期四 中药与健康生活 9-10节 西二502 方群玲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191 12--19

星期四
岩土工程勘察与测
试技术

9-10节 主楼313* 李雪峰 16地下方向 38 3--10

星期四 古琴演奏中级 9-11节 翠九教103 吴晶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1 3--10

星期四
发明专利撰写与申
请

9-11节 西二408* 徐玉福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244 12--16

星期四 Python程序设计 9-11节 翠五教108 李培培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100 3--10

星期四
发明专利撰写与申
请

9-9节 西二408* 徐玉福
2015级，2016级，2017级，
2018级

244 17

星期五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1-2节 翠四教312 陶伟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3 12--17
星期五 高等有机化学概论 1-2节 翠一教101 王文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10,12--13

星期五 电磁场与电磁波B 1-2节 翠七教202 周芳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6 9--10,12--14

星期五 药物分析 1-2节
翠十二教
201*

王君 药学16-1班 37 1--10

星期五 财政学 1-2节 翠四教210 胡东兰 国贸17-1班 38 1--10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统计学17-1班 44 9--10,12--17

星期五 信息论与编码 1-2节 翠六教101
蒋建国,苏
兆品

信息安17-1班 51 1--10,12--13

星期五 软件技术基础 1-2节 主楼230 董学平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12--15

星期五 经济类论文写作 1-2节
翠十教
203*

晋盛武
国贸16-1班,经济学16-1班,国
贸16-2班

62 12--15

星期五 半导体集成电路 1-2节
翠十二教
303*

王莉(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1--4

星期五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2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30 13--18

星期五 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1-2节 西二203* 张勇
金属材16-2班,金属材16-3班,
金属材16-1班

116
1--3,6--10,12-
-13

星期五 结构力学A 1-2节 主楼202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1

星期五 化学反应工程 1-2节 主楼302* 徐超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9--10,15--17

星期五 MATLAB程序设计 1-2节 翠四教212 刘兴涛
车辆17-1班,车辆17-3班,车辆
17-2班

148 1--4

星期五 高级财务会计 1-2节 西二407* 潘立生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6--10,12--18

星期五 生物化学A 1-2节
翠八教
209*

潘利华,罗
建平

生物工程17-1班,生物技17-1班 66 1--10,12--19

星期五 数学建模 1-2节 翠三教104 苏敏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66 1--8
星期五 地图学 1-2节 翠四教306 刘建敏 地理17-1班 38 16--19
星期五 矿物岩石学 1-2节 翠四教303 任升莲 勘查17-1班 31 1--10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309 江兵 机设17-9班,机设创新实验17-1 73 1--5
星期五 临床医学概论 1-2节 翠三教101 徐燕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0 5--10
星期五 测量学 1-2节 主楼215 黄世秀 水利17-1班,水利17-2班 81 1--8
星期五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1-2节 翠四教403 李勇 思政17-1班 46 1--10,12--13
星期五 城市立交与道路设 1-2节 西二309* 扈惠敏 16道桥方向 53 1--6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张莉 统计学17-1班 44 1--8
星期五 仪器分析（必选） 1-2节 翠四教208 陈冬 环境17-1班 39 8--10,12--15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主楼230 董学平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100 1--4

星期五 半导体集成电路 1-2节
翠十二教
303*

汪涛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5--8

星期五 软件技术基础 1-2节 主楼230 谭琦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16--19
星期五 现代物流管理 1-2节 翠十教 夏琼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9 1--8

星期五 化学反应工程 1-2节 主楼302* 张卫新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20 4--8

星期五 结构力学A 1-2节 西二201 何沛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2--8(双)

星期五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1-2节 翠六教105 王金诚 材料物理17-1班 53 1--9
星期五 分子生物学A 1-2节 翠十教 曹树青 生物技16-1班 38 1--8

星期五 国际商法（外） 1-2节
翠十教
302*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1 14

星期五 发展经济学 1-2节 翠十教 娜仁 经济学16-1班 46 1--10

星期五 电磁场与电磁波B 1-2节 翠七教202 张小辉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

136 2--8

星期五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 1-2节 西二207* 程真英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20 1--4
星期五 影视广告学 1-2节 翠八教 付晓 广告学16-1班 37 12--19

星期五 结构力学A 1-2节 西二510* 朱亚林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3--7(单)

星期五 现代仪器分析 1-2节 翠三教301 吴晓静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20 1--8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信息计17-1班 60 9--10,12--17
星期五 工程力学B 1-2节 主楼305 程长征 测绘17-1班 51 1--10,12--13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主楼230 殷礼胜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100 5--8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309 史明光 机设17-9班,机设创新实验17-1 73 6--10

星期五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1-2节 西二305* 葛锁良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3班,
自动化16-2班,自动化16-4班

109 1--10,12--13

星期五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 1-2节 西二207* 黄强先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20 5--8
星期五 生物制品学（B） 1-2节 翠十教 姚改芳 生物工程16-1班 24 12--18
星期五 电子技术A 1-2节 翠三教206 张晨彧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91 9--10,12--16
星期五 水文地质学基础 1-2节 西二403* 陈陆望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53 1--8
星期五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1-2节 翠七教406 仇怀利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4 1--10,12--15
星期五 工程物探 1-2节 西二409* 李红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0 8--10,12--16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109 苗刚中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5--10

星期五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
分析

1-2节 西二209* 孙见山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2 1--6

星期五 中外美术简史 1-2节
翠十二教
403*

曹昊,陈瑶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环境设计
17-2班,环境设计17-1班

69 1--10

星期五 货币银行学 1-2节 翠六教209 何芸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6 1--10
星期五 英语思辨（2） 1-2节 翠八教 岑徽宁 英语16-3班 29 1--10,12--17
星期五 数值分析 1-2节 翠八教109 张莉 信息计17-1班 60 1--8
星期五 电子技术A 1-2节 翠三教206 蒋琳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91 1--8

星期五
单片机原理与程序
设计

1-2节 翠五教201 王昕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60 2--10,12--18

星期五 建筑结构概念设计 1-2节 西二410* 胡波 16建工方向 42 7--10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1-2节 翠四教109 程珍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4

星期五 结构力学A 1-2节 西二510* 关群
土木17-4班,土木17-5班,土木
17-6班

154 9,13--17(单)

星期五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1-2节 西二307* 陈薇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79 1--10,12--13

星期五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1-2节 翠七教104 王天霁 车辆17-3班,车辆17-4班 99 12--19

星期五 结构力学A 1-2节 西二201 左小晗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

152 10--16(双)

星期五 商务智能与数据挖 1-2节 西二405* 李锋刚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2 1--8

星期五
Research & Recent
Advances on MIS

1-2节 西二405* 张强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95 9--10,12--17

星期五
建筑构造（2）与装
饰材料

1-3节
翠六教
202*

饶永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3(单),4--
7,10



星期五 设计调查 1-4节 韦艳丽 工业设17-1班 44 1--3(单),4--10

星期五 标志设计 1-4节
陈晓亮,李
秀梅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0 12--19

星期五 公园景观设计 1-4节
李晓琼,黄
颖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8 12--15

星期五 计算机辅助设计 1-4节 梅小妹 城规17-1班,风景园林17-1班 75 1--8
星期五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西二207* 张腾达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91 1--10,12
星期五 大学英语（4） 3-4节 主楼112 刘凌燕 土木四级4班 40 3--10,12--17

星期五 管理统计学 3-4节 西二201 何耀耀
工商管17-1班,信息管17-1班,
信息管17-2班

152 12--19

星期五 化工设计 3-4节 主楼302* 杨庆春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7 1--5

星期五 交通工程学 3-4节 翠七教104 黄志鹏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9
星期五 航空材料概论 3-4节 主楼223* 尹延国 飞行器16-1班 43 12--16

星期五 药剂学A 3-4节
翠十二教
201*

马艳 药学16-1班 37 9--10,12--18

星期五 物理化学 3-4节 翠三教301 何建波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39 1--10

星期五
风险管理与保险
（英）

3-4节
翠十教
203*

谢众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8 1--8

星期五 波谱原理及解析 3-4节 翠一教101 吴祥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4--8

星期五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GIS）

3-4节 翠四教310 张明明 地理17-1班 37 1--9

星期五 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主楼230 谭琦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8 16--19
星期五 环境工程原理 3-4节 翠四教208 陈冬 环境17-1班 40 8--10,12--19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3-4节 翠四教208 刘金 思政17-1班 43 1--4
星期五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檀结庆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5 9--10,12--17
星期五 基因组学（B） 3-4节 翠十教 唐晓凤 生物技16-1班 39 12--19
星期五 混凝土结构设计 3-4节 西二410* 黄慎江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1--7
星期五 道路工程概论 3-4节 翠四教304 查甫生 勘查17-1班 30 1--4
星期五 波谱原理及解析 3-4节 翠一教101 李芳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76 1--3

星期五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3-4节 翠七教104 王天霁 车辆17-1班,车辆17-2班 103 12--19

星期五 地史学B 3-4节 翠四教305 李双应 资源17-1班 29 12--19

星期五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卓越)

3-4节 翠四教109 张魁榜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班

83 12--19

星期五 交通运输学 3-4节 翠四教309 陈佳佳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2--13
星期五 工程经济 3-4节 翠七教101 扈静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8 1--10,12--13
星期五 大学英语（4） 3-4节 西二607 张和 土木四级5班 42 6--16(双)

星期五 混凝土结构设计 3-4节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1--7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309 史明光 机设17-10班,飞行器17-1班 75 6--10

星期五 物理化学B 3-4节 翠三教201 从怀萍

金属材17-1班,金属材创新实验
17-1班,材料物理17-1班,金属
材17-3班,地质17-1班,金属材
17-2班

181 1--10,12--15

星期五 数学建模 3-4节 翠三教104 苏敏 统计学17-1班,信息计17-1班 97 1--8
星期五 大学英语（4） 3-4节 西二607 张和 土木四级1班 40 6--16(双)
星期五 生理学 3-4节 翠四教401 李强明 生物技17-1班 31 1--6

星期五 药剂学A 3-4节
翠十二教
201*

王宁 药学16-1班 37 1--8

星期五 心理咨询与实践 3-4节 翠四教304 潘莉(人 思政17-1班 44 9--10,12--19
星期五 药物分析（三） 3-4节 翠四教209 王君 制药17-1班,制药17-2班 73 1--8
星期五 应用写作 3-4节 主楼424* 姚宁 法学16-1班 44 1--10
星期五 桥梁工程 3-4节 西二309* 何敏 16道桥方向 84 1--7
星期五 道路工程概论 3-4节 翠四教304 许龙 勘查17-1班 30 5--8
星期五 电子技术A 3-4节 翠三教206 张晨彧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9--10,12--16
星期五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3 董敬涛 17测控3、4班（2） 21 5--10,12--15
星期五 数值分析 3-4节 翠八教109 张莉 数学17-1班,数学17-2班 75 1--8
星期五 桥梁工程 3-4节 西二309* 张鸣祥 16道桥方向 84 8--10,12--15



星期五 物理化学 3-4节 翠三教301 李学良
化工17-1班,化工17-2班,化工
17-3班

139 12--17

星期五
工程地质原位测试
技术

3-4节 西二409* 吴道祥 勘查16-1班,勘查16-2班 51 1--5

星期五 数值分析 3-4节 主楼230 殷礼胜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00 5--8
星期五 电子技术A 3-4节 翠三教206 蒋琳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1--8
星期五 计算机组成原理 3-4节 翠七教202 陈田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110 1--7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109 苗刚中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5--10

星期五 国际商法（外） 3-4节
翠十教
203*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3班 29 13--14,16--17

星期五 细胞生物学B 3-4节 翠四教308 姚改芳 生物工程17-1班 33 12--19

星期五 信息论基础A 3-4节 翠六教109 夏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3班,
电信工17-2班

133 1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309 江兵 机设17-10班,飞行器17-1班 75 1--5
星期五 计算机组成原理 3-4节 翠七教202 安鑫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 110 8--10,12--15
星期五 编译原理 3-4节 翠七教102 李宏芒 信息安17-1班 31 7--10,12--17

星期五 管理统计学 3-4节 西二201 张强
市场营销17-1班,会计学17-1
班,会计学17-2班

138 1--8

星期五 运筹学 3-4节 主楼416 周谧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1--10,12--17
星期五 景观植物与应用 3-4节 翠八教 方法菊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29 7--10
星期五 建设法规 3-4节 主楼413* 于竞宇 16工管方向 39 12--15

星期五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4节 翠五教102
张本宏,郑
利平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40 1--8

星期五 物理化学 3-4节 翠三教101 王琪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 80 12--19
星期五 市场调查理论与方 3-4节 翠十教 娜仁 经济学16-1班 47 1--8

星期五
Unix/Linux程序设
计

3-4节 翠一教101 史久根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8 9--10,12--15

星期五 航空材料概论 3-4节 尹延国 飞行器16-1班 43 17
星期五 电子技术B 3-4节 翠四教109 程珍 交通工17-1班,交通工17-2班 83 1--4

星期五 运筹与优化 3-4节
翠十二教
106*

汪峻萍 数学16-2班,数学16-1班 77 1--10,14--17

星期五 运筹与优化 3-4节
翠十二教
106*

汪峻萍 信息计16-2班,信息计16-1班 71 1--10,14--17

星期五 英语思辨（2） 3-4节 翠八教 岑徽宁 英语16-4班 28 1--10,12--17
星期五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3-4节 西二209* 赵菊 电子商16-1班,电子商16-2班 91 1--8
星期五 税法 3-4节 西二407* 李姚矿 会计学16-1班,会计学16-2班 98 1--10
星期五 财政学 3-4节 翠四教212 胡东兰 金融17-1班,金融17-2班 97 1--10

星期五
Engineering
Materials(双语)1
（下）

3-4节 西二203* 王岩
金属材16-1班,金属材16-3班,
金属材16-2班

116 12--19

星期五 货币银行学 3-4节 翠六教209 何芸 经济学17-1班,国贸17-1班 85 1--10
星期五 交通运输学 3-4节 翠四教309 陈一锴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6 14--19
星期五 内燃机专业英语 3-4节 主楼323* 汪春梅 能动16-1班 49 1--6

星期五 混凝土结构设计 3-4节 西二410*
陈丽华(土
木)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8--10

星期五 产业经济学 3-4节 翠十教 孙红燕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9--10
星期五 大学英语（4） 3-4节 主楼305 张昆 土木四级3班 45 3--10,12--17

星期五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3-4节
翠十教
301*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0 13--18

星期五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3-4节 主楼405 朱晓曦 市场营销17-1班 59 12--19

星期五 化工设计 3-4节 主楼302*
王莉(化
工)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117 6--10

星期五 地球系统科学 3-4节 西二403* 顾海欧 资源16-1班,地质16-1班 79 5--10,12--13
星期五 数值分析 3-4节 主楼230 董学平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00 1--4
星期五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董敬涛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54 2--4

星期五 中级微观经济学 3-4节
翠十教
205*

蒯鹏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经济
学17-1班

83 12--19

星期五 信息工程项目管理 3-4节 西二405* 蒋丽 信息管16-1班,信息管16-2班 101 1--8
星期五 可编程控制器 3-4节 西二504* 李红莉 测控16-3班,测控16-4班 76 3--9



星期五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 3-4节 翠十教 黄胜雄 生物技16-1班 37 1--7
星期五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5 刘晨 17测控3、4班（1） 22 5--10,12--15
星期五 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主楼230 董学平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8 12--15
星期五 基坑与边坡工程 3-4节 主楼313* 朱亚林 16地下方向 39 5--10,12--15
星期五 交通工程学 3-4节 翠七教104 胡文婷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0
星期五 数字信号处理 3-4节 主楼301* 陈丽娟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54 5--7

星期五 汽车优化设计 3-4节 西二402* 姜武华
车辆16-1班,车辆16-2班,车辆
16-3班,车辆16-4班,车辆16-5

184 12--17

星期五 混凝土结构设计 3-4节 黄慎江 16级建工、工管方向 133 8--10
星期五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1 夏豪杰 17测控3、4班（3） 22 5--10,12--15
星期五 大学英语（4） 3-4节 主楼317 黄睿 土木四级6班 38 3--10,12--17
星期五 通信电子电路 3-4节 西二504* 陈丽娟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92 13--19

星期五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基础（双语）

3-4节
翠十二教
303*

张彦(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90 2--10

星期五 工程光学 3-4节 翠六教106 张俊喜 17测控3、4班（4） 21 5--10,12--15
星期五 岩浆岩石学 3-4节 翠四教206 徐晓春 资源17-1班 30 1--8

星期五 土力学B 5-6节 主楼230 熊峰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7
3--4,9--10,12-
-15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建筑学17-1班,工业设16-1班,
环境设计17-1班,视觉传达设计
17-1班,城规17-1班,风景园林
17-1班,环境设计17-2班,建筑

285 12--17

星期五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204 张勇(仪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80 1--6
星期五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209 张俊生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98 3--8
星期五 运筹学(I) 5-6节 翠七教102 张铭鑫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6 1--10,12--17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交通工17-1班 45 2--16(双)
星期五 勘查地球化学 5-6节 西二403* 周跃飞 资源16-1班 32 1--8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数学17-1班 40 2--16(双)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数学17-2班 37 2--16(双)

星期五 装饰材料与构造 5-6节
翠十二教
402*

陈丽华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50 1--6

星期五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5-6节 主楼411 倪丽萍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6 9--10,12--17
星期五 运筹学 5-6节 翠五教301 丁建勋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2--13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交通工17-2班 43 2--16(双)
星期五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106 黄斌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7--10,12--13

星期五 通信电路与系统 5-6节 翠七教202 刘正琼
通信工程17-1班,通信工程17-2
班,通信工程17-3班

162 2--10,12--16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金属材17-1班 21
1--9(单),13--
17(单)

星期五 土木工程制图  5-6节 主楼214 李小龙 土木18-2班 42 1--8

星期五 细胞生物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1*

周伟 药学16-1班 39 5--10

星期五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106 陶晓杰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77 1--6
星期五 运筹学 5-6节 主楼416 钱晓飞 工商管17-1班,市场营销17-1班 95 9--10,12--17
星期五 药物化学 5-6节 翠四教205 胡繁 生物技17-1班 31 12--19
星期五 外贸函电单证 5-6节 翠十教 吴飞飞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5--8
星期五 机械原理 5-6节 翠五教304 田杰 车辆17-1班,飞行器17-1班 89 1--10,12--15

星期五
用户界面设计与评
价

5-6节 翠七教406 周莉莉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7 5--10,12--13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金属材17-2班 33
1--9(单),13--
17(单)

星期五 外贸函电单证 5-6节 翠十教 张燕(人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9--10,12--13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材料物理17-1班 44
1--9(单),13--
17(单)

星期五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5-6节
翠十教
202*

Zafar
Khan

经济合作办学16-2班 30 13--18

星期五 土力学B 5-6节 主楼230 王志亮 土木17-5班,土木17-6班 87 5--8
星期五 土力学B 5-6节 主楼412 钟剑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7 3--10,12--15
星期五 运筹学 5-6节 主楼416 刘心报 工商管17-1班,市场营销17-1班 95 1--8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张霆(物
理)

金属材17-3班 36
1--9(单),13--
17(单)

星期五 光电子学 5-6节
翠十二教
303*

王莉(物
理)

电子科16-1班,电子科16-2班 89 3--10

星期五 产业经济学 5-6节 翠十教 陶爱萍 经济学16-1班 48 3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102 尚长风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2班,
电信工17-3班,通信工程16-1
班,通信工程16-2班,通信工程

258 12--17

星期五 桥梁预应力技术 5-6节 西二309* 胡成 16 道桥方向 21 1--4,7--10

星期五 国际商法（外） 5-6节
翠十教
203*

Robert
Ginsburg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 31 14

星期五 可编程控制器 5-6节 主楼301* 李红莉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 73 3--9

星期五 文化创意产业概论 5-6节
翠十二教
403*

滕有平 广告学16-1班 38 9--10,12--17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5-6节 翠六教103 刘金 思政17-1班 43 1--10
星期五 药理学(A) 5-6节 翠十教 胡康棣 生物技16-1班 42 12--19

星期五 细胞生物学 5-6节
翠十二教
201*

屈玮 药学16-1班 39 1--4

星期五 会计学原理 5-6节 主楼424* 夏琼 法学16-1班 43 1--10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五教101 李克明
应用物17-1班,集成创新班16-1
班,集成16-1班,集成16-2班,应
用物17-2班

186 12--17

星期五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209 李维汉 车辆17-5班,车辆创新实验17-1 98 1--2

星期五 物理化学A 5-6节 翠三教201 谢建晖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1--2

星期五 科技英语翻译 5-6节
翠十一教
202*

方媛媛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37 3--10,12--19

星期五 外国古代建筑史 5-6节 翠八教 徐震 建筑学17-1班,建筑学17-2班 93 1--10
星期五 土木工程制图  5-6节 主楼317 王益 土木18-4班 45 1--8
星期五 计算方法 5-6节 翠四教112 程腾 车辆17-3班,车辆17-4班 101 1--8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翠三教106
汪士(人
文)

电子科16-2班,电子科16-1班,
微电子16-1班,微电子16-2班,
微电子16-3班

216 12--17

星期五 精密机械设计 5-6节 翠七教204 刘善林 测控17-3班,测控17-4班 80 7--10,12--13
星期五 运筹学 5-6节 翠五教301 凌翔 交通运输17-1班,交通运输17-2 77 1--10
星期五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 5-6节 主楼223* 许吉敏 飞行器16-1班 27 1--8
星期五 现代预应力技术 5-6节 西二410* 周安 16建工方向 55 1--6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信息计17-1班 52 2--16(双)

星期五 物理化学A 5-6节 翠三教201 陈春年
制药17-1班,无机非17-1班,制
药17-2班,粉体17-1班

167 3--9,12--19

星期五 构造地质学 5-6节 翠四教309 李加好
资源17-1班,地质学创新实验
17-1班,地质17-1班

59 1--9

星期五 地球物理学概论 5-6节 主楼212* 葛粲 地质16-1班 27 1--8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5-6节 西二102 陈伟
水利17-1班,测绘17-1班,水利
17-2班,力学17-1班,给排水17-
1班,给排水17-2班

237 12--17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5-6节 张霆(物 统计学17-1班 43 2--16(双)
星期五 有限元分析及应用 5-6节 主楼223* 周剑 飞行器16-1班 38 12--17

星期五 计算机控制技术 5-6节 西二305* 李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自动化16-3班,自动化16-4班

86 5--10,12--13

星期五 原子物理学 5-6节 翠二教202 李冬梅 应用物17-1班,应用物17-2班 63 1--10
星期五 图解设计思考 5-8节 李永婕 视觉传达设计17-1班 20 7--10

星期五 环境壁画设计 5-8节
刘成章,陈
超,蔡飞

视觉传达设计16-1班 22 1--4

星期五 景观设计初步 5-8节
魏晶晶,黄
颖

环境设计17-1班,环境设计17-2
班

28 7--10

星期五 国际4A操作工具研 5-8节 张晓静 广告学16-1班 38 1--8



星期五 公共建筑设计（3） 5-8节

刘阳,叶
鹏,刘源,
王旭,曹海
婴,潘榕

建筑学16-1班,建筑学16-2班 93
1--5,7--10,12-
-16

星期五 产品设计 5-8节
束晓永,殷
晓晨,祝
莹,曹建中

工业设17-1班 41 1--10

星期五 土木工程制图  7-8节 主楼214 李小龙 土木18-2班 42 1--8

星期五 信息论基础A 7-8节 翠六教109 夏娜
电信工17-1班,电信工17-3班,
电信工17-2班

133 2--9

星期五 Java语言程序设计 7-8节 翠七教201 汪萌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6 3--6

星期五 Java语言程序设计 7-8节 翠七教201 薛峰
软件17-2班,软件17-3班,软件
17-1班

136 1--2,7--8

星期五 国际技术与服务贸 7-8节 翠十教 庞莹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 47 6--10,12--14
星期五 信号与系统 7-8节 翠五教308 徐梦洁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86 1--6

星期五 仪器与系统可靠性 7-8节 主楼301* 吴思竹
测控16-1班,测控16-2班,测控
16-3班,测控16-4班

129 9--10,12--17

星期五 信息光学 7-8节 西二207* 刘志健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87 12--18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204 尚长风
应化17-1班,应化17-2班,化工
17-2班,化工17-3班,化工17-1
班

202 12--17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西二102 陈伟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土木
17-3班,土木17-4班,土木17-5
班,土木17-6班

261 12--17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勘查17-1班 30 2--16(双)
星期五 生物化学B 7-8节 翠四教401 石玮 制药17-1班 38 1--9,12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西二202 刘红梅
给排水18-1班,给排水18-2班,
建环18-1班,力学18-1班

164 1--8

星期五 绿色化学与化工 7-8节 主楼302* 吴雪平
化工16-1班,化工16-2班,化工
16-3班

59 7--10,15--16

星期五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下）

7-8节 翠三教202 庞红付
金属材17-1班,无机非17-1班,
金属材创新实验17-1班,金属材
17-2班,金属材17-3班

165 12--17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102 张继龙
风景园林18-1班,视觉传达设计
18-1班,材料物理18-1班

100 1--8

星期五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
结构

7-8节 翠五教208 霍星
信息计17-1班,数学17-1班,数
学17-2班

71 1--10,12--13

星期五 数据库及应用 7-8节 主楼423 范雯娟 市场营销17-1班 42
10--12(双),13-
-16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301 刘金
地质18-1班,环境18-1班,环境
设计18-2班,计算机创新18-1班

124 1--8

星期五 结构试验与检测技 7-8节 西二410* 周安 16级建工方向 97 1--4
星期五 生物化学B 7-8节 翠四教403 胡康棣 制药17-2班 36 1--9,12
星期五 文献检索 7-8节 翠七教105 王小巧 工业工17-1班,工业工17-2班 89 4--7
星期五 电子商务概论 7-8节 主楼112 刘业政 电子商17-1班,电子商17-2班 94 9--10,12--17
星期五 光纤通信技术 7-8节 西二509* 余有龙 光信息16-1班,光信息16-2班 100 1--7

星期五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7-8节 西二308 陈殿林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180 1--8

星期五 外贸函电单证 7-8节
翠十二教
205*

吴飞飞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38 5--8

星期五 网络技术 7-8节 主楼405
董骏峰(管
理)

工商管17-1班 53 9--10,12--17

星期五 市场研究 7-8节 主楼423 陈正光 市场营销17-1班 41 1--8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下）

7-8节
张霆(物
理)

信息安17-1班 48
1--9(单),13--
17(单)

星期五 外贸函电单证 7-8节
翠十二教
205*

张燕(人
文)

经济合作办学16-1班,经济合作
办学16-2班,经济合作办学16-3

38 9--10,12--13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303 唐莉
地理18-1班,勘查18-1班,资源
18-1班

124 1--8



星期五 土木工程制图  7-8节 主楼317 王益 土木18-4班 45 1--8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资源17-1班 31 2--16(双)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翠五教104 咸怡帆
无机非18-1班,粉体18-1班,环
境设计18-1班

103 1--8

星期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西二302 曹钰
工商管18-1班,市场营销18-1
班,测绘18-1班,法学18-1班,工
程管理创新18-1班

158 1--8

星期五 大学物理实验 7-8节 张霆(物 地理17-1班 42 2--16(双)
星期五 统计学原理 7-8节 翠四教405 刘源 统计学17-1班 45 3--10,12--15
星期五 信号与系统 7-8节 翠七教301 李畅 生医17-1班,生医17-2班 73 2--10,12--14
星期五 信号与系统 7-8节 翠五教308 杨蕾 测控17-1班,测控17-2班 86 7--10,12--13

星期五 英语教学法 7-8节
翠十一教
202*

陈睿
英语16-1班,英语16-2班,英语
16-3班,英语16-4班

22 3--10,12--19

星期五 环境噪声控制技术 9-10节 主楼214 魏浩征 2015级，2016级 50 3--10

星期五
国防生思想政治教
育(6)

9-10节 主楼211* 钱海志 16级国防生 66 4,8,13,16

星期五 环境噪声控制技术 9-10节 翠四教109 陈剑 2017级，2018级 131 3--10
星期五 军队基层文化工作 9-10节 主楼211* 钱海志 16级国防生 66 18

星期五 生命的形成与进化 9-10节 西二108 张华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7级，2018级

220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