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表——宣城校区
星期 课程名称 节次/起止周 教 室 教师姓名 教学班描述 人数

星期一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33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2班 40

星期一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土木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
班,广告学17-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土木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
班,广告学17-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土木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
班,广告学17-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土木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
班,广告学17-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土木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
班,广告学17-2班 36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401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403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1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02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504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三） (1-2节) (1-10周) 机房509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510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程序设计基础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1 宣善立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 72
星期一仪器分析（必选） (1-2节) (6-7周) 敬亭学堂102 陈冬 2017级环境 40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投资学原理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郑岚,张斌 2017级国贸 40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1-2节) (11-18周) 敬亭学堂114 王建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机械工程17-
3班,机械工程17-4班,机械工程17-5班 48



星期一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物流管理18-1班 96
星期一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应用化学,2018级能源化学 96
星期一民法学 (1-2节) (3-18周) 敬亭学堂201 周乾 2018级法学 64
星期一数据库技术 (1-2节) (13-18周) 敬亭学堂203 张国富,苏兆品 电信科17-3班 36
星期一法律逻辑学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03 李颖红 2017级法学 32
星期一物流学概论 (1-2节) (1-9周) 敬亭学堂20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40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
3班,机械工程18-4班 48

星期一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计算机18-5班,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32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4） (1-2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自动化17-3班,自
动化17-4班 16

星期一形势与政策（4）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土木17-3班,土木17-4班,物流管理17-3班16
星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7班,机械工程18-8班,电信科18-1班48

星期一
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城市地下18-4班,
物流管理18-4班 32

星期一英语（三）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30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英语口译 (1-2节) (3-18周) 敬亭学堂232 王晓慧 英语(商务)16-1班 32
星期一微观经济学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国贸 64

星期一
中外经典广告案例
评析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张晓静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 32

星期一电子商务概论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2班 32
星期一基础英语（4）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 英语(商务)17-1班 64
星期一经济学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 56
星期一运筹学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12 裴凤,杨爱峰 2017级经济学 64
星期一线性代数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320 郭清伟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 40
星期一机械设计基础A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陈奇,朱家诚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成型17-3班 64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3 冷金麟 经济学18-1班,经济学18-2班 48
星期一视觉形象设计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7-1班 32
星期一Java技术 (1-2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28 蒋哲远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36
星期一机器人技术 (1-2节) (4-9周) 敬亭学堂328 方宝富,李俊照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36



星期一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1-2节) (11-18周) 敬亭学堂330 朱克毓,夏维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
3班 56

星期一模拟电子线路A (1-2节) (1-4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64

星期一大学物理C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 84

星期一电路理论（上）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422 刘良成,陈志伟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56
星期一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金融工程学 (1-2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国贸 32
星期一人工智能原理 (1-2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32
星期一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过程系统节能技术 (1-2节) (12-17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过程装备成套技术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112 王庆生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物理化学 (1-2节) (1-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0
星期一土木工程造价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杨树萍 土木(道桥)16-1班 24
星期一桥梁工程 (1-2节) (9-18周) 新安学堂203 汪莲,万华平 土木(道桥)16-1班 64
星期一基础工程 (1-2节) (10-15周) 新安学堂206 汪鹏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24
星期一地下工程结构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袁海平,汪亦显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32
星期一运输与配送管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216 马华伟 2016级物流管理 32
星期一人力资源管理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彭张林 英语(商务)16-2班,英语(商务)16-3班 32
星期一经济学说史 (1-2节) (3-8周) 新安学堂230 束克东,陶爱萍 2016级经济学 32
星期一创业管理 (1-2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06 储伊力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32

星期一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14 孙敏,王莉(化工)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32

星期一
化工设计 (1-2节) (9-14周) 新安学堂314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52

星期一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324 吴喆,刘勇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24
星期一嵌入式操作系统 (1-2节) (1-7周) 新安学堂326 吴永忠 2016级电信科 34
星期一数控技术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327 章凯羽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32
星期一控制工程基础 (1-2节) (8-16周) 新安学堂327 任永强,陈甦欣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40

星期一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337 陈文琳 成型16-1班 32



星期一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1-2节) (11,15周) 新安学堂339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32

星期一精细化工工艺学 (1-2节) (4-9周) 新安学堂339 陈天云,徐超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232

星期一
锂离子电池原理与
工艺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40 朱继平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32

星期一软件技术基础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404 谭琦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32

星期一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1-2节) (3-8周) 新安学堂407 李冰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24

星期一
合金原理及制备技
术 (1-2节) (11-17周) 新安学堂414 余瑾,黄中月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32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518 刘虹 过控18-2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0 刘炀 过控18-1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1 胡延平 成型18-2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2 王静 成型18-1班 48
星期一英语演讲与辩论 (1-3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6 周一萍 英语18-1班 32
星期一数字图文处理 (1-4节) (9-10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杨锐 广告学18-1班 7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自动化18-3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
班,国贸18-1班,广告学18-2班 36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401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403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1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02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504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三） (3-4节) (1-10周) 机房509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510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物理化学D (3-4节) (5-16周) 敬亭学堂101 倪刚,孙逊 2017级环境 48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投资学原理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郑岚,张斌 2017级经济学 40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
3班,英语（商务）17-1班 40

星期一
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
算机18-5班 96

星期一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96
星期一分析化学B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01 周红洋 2018级能源化学 32
星期一数据库技术 (3-4节) (13-18周) 敬亭学堂203 张国富,苏兆品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36

星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18 林元,汪清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土木17-1班,土木
17-2班 40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4） (3-4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17-2,能源化学工程17-1班 16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环境18-1
班,环境18-2班 48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228 李莉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英
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班 40

星期一英语（三）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30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英语口译 (3-4节) (3-18周) 敬亭学堂232 王晓慧 英语(商务)16-2班 32
星期一管理学原理 (3-4节) (9-18周) 敬亭学堂301 周志平,付红 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班 40
星期一微观经济学 (3-4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经济学 64
星期一Java技术 (3-4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03 蒋哲远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36
星期一公共关系学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张晓静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48



星期一电子商务概论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3班 32
星期一民事诉讼法学 (3-4节) (5-15周) 敬亭学堂305 王梦飞 2017级法学 64
星期一运筹学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12 裴凤,杨爱峰 2017级国贸 64
星期一合同法学 (3-4节) (7-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李世军 法学18-1班 48

星期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3-4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32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

计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3 冷金麟 机械工程18-7班,机械工程18-8班 48
星期一模拟电子线路A (3-4节) (1-4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3班 64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

计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410 李明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3班 48
星期一机器人技术 (3-4节) (4-9周) 敬亭学堂412 方宝富,李俊照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36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机械工程17-1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何晓雄 机械工程17-2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杨晓雨 机械工程17-3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陈恒 机械工程17-4班 24

星期一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金融工程学 (3-4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经济学 32
星期一人工智能原理 (3-4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32
星期一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过程装备CAD技术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112 王庆生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活塞式压缩机 (3-4节) (5-11周) 新安学堂112 朱仁胜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桥梁预应力技术 (3-4节) (11-18周) 新安学堂203 胡成 土木(道桥)16-1班 32
星期一土木工程造价 (3-4节) (7-12周) 新安学堂206 王波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24
星期一土木工程造价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杨树萍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24

星期一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
真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216 马华伟 2016级物流管理 32

星期一ERP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杨敏 2016级物流管理 32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3-4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过控15-1班,过控15-2班,过控15-3班,能源15-1
班,能源15-2班 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3-4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电气15-1班,电气15-2班,电气15-3班,电气15-4
班,电信科15-1班,电信科15-2班 8

星期一运动控制系统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6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3班 64
星期一人力资源管理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彭张林 英语(商务)16-1班 32

星期一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3-4节) (11,15周) 新安学堂314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32

星期一
精细化工工艺学 (3-4节) (4-9周) 新安学堂314 陈天云,徐超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32

星期一
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成型18-1班,成型18-2
班 50

星期一数控技术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324 章凯羽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32
星期一控制工程基础 (3-4节) (8-16周) 新安学堂324 任永强,陈甦欣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40
星期一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3-4节) (1-5周) 新安学堂327 吴喆,刘勇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24
星期一环境评价与规划 (3-4节) (4-17周) 新安学堂335 刘晓薇,李如忠 2016级环境 56
星期一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39 孙敏,王莉(化工)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32

星期一
化工设计 (3-4节) (9-14周) 新安学堂339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52

星期一
燃料电池原理与技
术 (3-4节) (3-10周) 新安学堂340 孙振杰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32

星期一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404 谭琦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32

星期一
弧焊设备及控制技
术 (3-4节) (10-16周) 新安学堂414 凌堃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32

星期一CAD/CAM基础 (3-4节) (6-9周) 新安学堂414 王成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32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518 刘虹 机械工程18-2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0 刘炀 机械工程18-5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1 胡延平 机械工程18-4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2 王静 机械工程18-3班 48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环
境18-1班,环境18-2班 36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401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403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1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02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504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三） (5-6节) (1-10周) 机房509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510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市场营销学 (5-6节) (9-18周) 敬亭学堂101 杜先进,冯晨鹏 2017级经济学 40
星期一程序设计基础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2 周波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72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05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8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40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成型17-2班,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
机17-3班 40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8 李莉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7-1,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7-
2,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40

星期一流体力学 (5-6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1 阿蓉 2017级环境 32
星期一物流系统规划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01 冯志芳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32
星期一刑法学（下）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203 李颖红 2017级法学 48



星期一
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96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48

星期一
大学语文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
3班,广告学18-2班 32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4） (5-6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经济学17-1班,经济学17-2班,能源化学工程17-
2班,广告学17-2班 16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班,能源化学18-
1班,能源化学18-2班 48

星期一英语（三）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30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40
星期一Java技术 (5-6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03 蒋哲远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36
星期一管理学原理 (5-6节) (9-18周) 敬亭学堂304 周志平,付红 英语（商务）17-1班 40
星期一基础英语（4）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 英语(商务)17-2班 64
星期一经济学 (5-6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4班 56

星期一
线性代数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20 郭清伟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 40

星期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5-6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32

星期一材料力学B (5-6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成型17-3班 64
星期一机械原理 (5-6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56
星期一传播学概论 (5-6节) (8-19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史梁 广告学18-1班 48
星期一程序设计基础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宣善立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72
星期一广告心理学 (5-6节) (8-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2班 48
星期一环境工程原理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403 郭志强,陈冬 2017级环境 56

星期一
C|C++语言程序设

计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410 李明 国贸18-1班,国贸18-2班 48
星期一机器人技术 (5-6节) (4-9周) 敬亭学堂412 方宝富,李俊照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36
星期一运筹学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8 裴凤,杨爱峰 2017级物流管理 6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杨晓雨 过控17-1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何晓雄 过控17-2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陈恒 成型17-1班 24

星期一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土木17-2班 24

星期一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人工智能原理 (5-6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2016级物联网 32
星期一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0
星期一环保技术与设备 (5-6节) (12-17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负压设备基础 (5-6节) (4-8周) 新安学堂112 王国栋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物理化学 (5-6节) (15-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0

星期一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5-6节) (1-5周) 新安学堂204 陈文琳 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32

星期一基础工程 (5-6节) (5-10周) 新安学堂203 熊峰 土木(道桥)16-1班 24
星期一钢结构设计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6 王成刚,冯玉龙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40

星期一
岩土工程勘察与测
试技术 (5-6节) (11-18周) 新安学堂207 李雪峰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32

星期一地铁与轻轨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袁海平,汪亦显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24
星期一就业指导 (5-6节) (10-13周) 新安学堂215 刘银红,殷亚远 2016级国贸,2016级经济学 16
星期一物流案例分析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杨敏 2016级物流管理 32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6）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0 戴燕

环境16-1班,环境16-2班,英语（商务）16-1班,
英语（商务）16-2班,英语（商务）16-3班 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成型15-1班,成型15-2班,金材15-1班,金材15-2
班,新能源15-1班,无机非15-1班 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土木15-1班(建工）,土木15-2班(建工）,土木
15-3班(道桥),土木15-4班(道桥),土木15-5班
(地下),土木15-6班(地下) 8

星期一运动控制系统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5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64

星期一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5-6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4 张先龙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32



星期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5-6节) (1-7周) 新安学堂326 吴永忠 2016级电信科 40
星期一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5-6节) (7-16周) 新安学堂335 朱承驻,韦林 2016级环境 4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6）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336 许小玲

国贸16-1班,国贸16-2班,经济学16-1班,经济学
16-2班 8

星期一
高分子合成工艺原
理 (5-6节) (8-15周) 新安学堂339

邹辉,殷俊（化

工）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32

星期一
材料成型专业科技
英语 (5-6节) (11-18周) 新安学堂414 余瑾,黄中月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32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0 刘炀 机械工程18-1班 48
星期一英语演讲与辩论 (5-7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 英语18-2班 32
星期一广告设计基础2 (5-8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8-1班 64
星期一环境工程CAD (7-8节) (1-8周) 不占用教室 郭志强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24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新能源18-1班,城市地
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36

星期一市场营销学 (7-8节) (9-18周) 敬亭学堂101 杜先进,冯晨鹏 2017级国贸 40

星期一
结构力学A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02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88

星期一地学基础（必选） (7-8节) (12-17周) 敬亭学堂105 罗雷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24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7-8节) (11-18周) 敬亭学堂114 王建

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48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经济学17-1班,经
济学17-2班 40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2）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6 李澍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城
市地下18-3班,英语18-3班 8

星期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18 李莉

环境17-1班,环境17-2班,广告学17-1班,广告学
17-2班 40

星期一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经济学,2018级国贸 96
星期一物流学概论 (7-8节) (1-9周) 敬亭学堂20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7-3班 40

星期一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96

星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林元,汪清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 40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4） (7-8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国贸17-1班,国贸
17-2班,法学17-2班 16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4）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机械工程17-4班,计算机17-3班,自动化17-1班,
自动化17-2班 16

星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机械工程18-5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计算机18-5班 48

星期一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成型18-2班,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 32
星期一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法学18-2班 32
星期一英语口译 (7-8节) (3-18周) 敬亭学堂232 王晓慧 英语(商务)16-3班 32
星期一电子商务概论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1班 32
星期一经济学 (7-8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1班 56
星期一电子设计训练 (7-8节) (3-4周) 敬亭学堂320 杨兴明 2017级电信科 32

星期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7-8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32

星期一材料力学B (7-8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卞步喜,巫绪涛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1班 64
星期一传播学概论 (7-8节) (8-19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史梁 广告学18-2班 48
星期一广告心理学 (7-8节) (8-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1班 48
星期一材料科学基础3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石敏,孙毅 新能源17-1班 80



星期一大学物理C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4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
2班 84

星期一
高分子化学 (7-8节) (8-17周) 新安学堂103

邹辉,殷俊（化

工）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56
星期一离心式压缩机 (7-8节) (5-11周) 新安学堂112 朱仁胜 2016级过控 32
星期一

桥梁概念设计与美
学 (7-8节) (13-18周) 新安学堂203 万华平 土木(道桥)16-1班 24

星期一施工组织设计 (7-8节) (1-6周) 新安学堂206 张琳琳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24
星期一地基处理 (7-8节) (1-4周) 新安学堂207 黄文锋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24
星期一基础工程 (7-8节) (5-10周) 新安学堂207 熊峰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24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6）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220 戴燕

物联网16-1班,物联网16-2班,电信科16-1班,电
信科16-2班 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机械工程15-1班,机械工程15-2班,机设15-1班,
机设15-2班,机设15-3班,机设15-4班 8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8）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测控15-1班,测控15-2班,微电子15-1班,微电子
15-2班,智能电网15-1班,智能电网15-2班 8

星期一软件工程 (7-8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谢昭 2016级物联网 32
星期一创业管理 (7-8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06 储伊力 物流管理16-3班 32

星期一
大学物理B(1)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
3班,机械工程18-4班 50

星期一DSP原理及应用 (7-8节) (13-17周) 新安学堂331 王金诚 2016级电信科 32

星期一
形势与政策（6）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336 许小玲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计算机16-3班,计
算机16-4班 8

星期一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7-8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9 张先龙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32

星期一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7-8节) (3-8周) 新安学堂407 李冰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24

星期一
焊接结构与生产装
备 (7-8节) (10-19周) 新安学堂414 凌堃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40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518 刘虹 机械工程18-6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1 胡延平 机械工程18-8班 48
星期一工程图学A(2)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522 王静 机械工程18-7班 48
星期一英语语音强化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4 邓英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新闻广播英语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6 鲁晓红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英语记录片视听说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2 刘洋（外语）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4 苏凌云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廉史今读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8 郭晓燕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15 喻远洋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0 黄川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1 田键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走近汉字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2 唐桂兰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希腊罗马神话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6 杨德明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中国海洋周边关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7 王建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一美国历史与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6 黄贵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
17-5班 3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
17-5班 28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
17-5班 16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
17-5班 38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
17-5班 17

星期二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8-1班,物流管理18-4班 27
星期二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机械工程18-1班,物流管理18-4班 10
星期二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8-1班,物流管理18-4班 35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1-2节) (1-10周) 机房401 刘炀 机械工程18-5班 45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1-2节) (1-10周) 机房403 刘虹 机械工程18-2班 46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1-2节) (1-10周) 机房405 胡延平 机械工程18-4班 45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1-2节) (1-10周) 机房408 王静 机械工程18-3班 45
星期二英语视听说（4） (1-2节) (1-16周) 机房410 黄美婷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二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1 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4 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6 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三） (1-2节) (1-10周) 机房502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4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04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09 洪娇娇,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10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
结构力学A (1-2节) (1-19周) 敬亭学堂102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二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3 宣善立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二分析化学A1 (1-2节) (2-11周) 敬亭学堂105 肖正辉 2018级应用化学 91
星期二英语（三）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4

星期二
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
算机18-5班 183

星期二
无机与分析化学
（2） (1-2节) (3-8周) 敬亭学堂201 周红洋 2018级环境 91

星期二有机化学C (1-2节) (6-17周) 敬亭学堂203 覃玲 新能源17-1班,新能源17-2班 91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3
星期二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胡安琳,刘维娜 2018级过控 43
星期二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二形势与政策（4） (1-2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成型17-1班,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广告学
17-1班 179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4）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英语（商
务）17-1班,英语（商务）17-2班 156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法学18-1班,法学
18-2班 185

星期二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9-16周) 敬亭学堂301 詹炳根,周万良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二国际经济学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卢建锋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二经济学 (1-2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 91
星期二财政学原理 (1-2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二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
事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张巧炜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 93

星期二企业会计学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郑宝红,刘春丽 国贸18-1班 48
星期二知识产权法学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310 夏玲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二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冷金麟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二数字逻辑与FPGA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0 丁贤庆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二
圣经故事与西方文
化 (1-2节) (9-16周) 敬亭学堂323 安晶晶（宣城）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 93

星期二视觉形象设计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401 张本宏,张建军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二环境工程原理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403 郭志强,陈冬 2017级环境 86
星期二电子技术B (1-2节) (3-12周) 敬亭学堂405 江萍,徐晓冰 成型17-3班 41

星期二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410 李明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 96
星期二大学物理C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物流管理18-
1班 137

星期二材料力学B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428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成型17-2班 130
星期二语言与语用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104 肖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107 陆阳,徐娟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二负压设备基础 (1-2节) (4-8周) 新安学堂112 王国栋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二物理化学 (1-2节) (1-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二
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50

星期二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9
星期二桥梁工程 (1-2节) (9-18周) 新安学堂203 汪莲,万华平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二现代预应力技术 (1-2节) (8-13周) 新安学堂206 周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二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5

星期二
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英语(商务)17-2
班,广告学17-1班 178

星期二物流信息系统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夏维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物流管理16-
3班 132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1-2节) (3-6周) 新安学堂220 戴燕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土木(道
桥)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
下)16-2班 195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1-2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地下水15-1班,国贸15-1班,国贸15-2班,经济学
15-1班,经济学15-2班 209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1-2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食品工程15-1班,食品工程15-2班,食品工程15-
3班,食品安全15-1班,食品安全15-2班 205

星期二DSP原理及应用 (1-2节) (7-10周) 新安学堂225 杨双龙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二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27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1班 49

星期二财务会计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夏琼,张根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二计算机体系结构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二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33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2班 47

星期二证券市场分析 (1-2节) (2-9周) 新安学堂234 王海涛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二日语（二）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302 张文采 2017级物流管理 2

星期二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1-2节) (9-15周) 新安学堂314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二
大学物理B(1)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计
算机18-1班 181

星期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陈发祥,刘江芹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二
制造技术基础 (1-2节) (1-3,6-14周)新安学堂324

常伟杰,吴仲伟,
丁志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二物流成本管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徐晟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二
CAD/CAM技术与

应用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327 余道洋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二机械优化设计 (1-2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7 王卫荣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二
水污染控制工程
（Ⅱ）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335 崔康平,李湘凌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1-2节) (3-6周) 新安学堂336 许小玲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自动化16-3班,化
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2 238

星期二
化工设计 (1-2节) (8-14周) 新安学堂339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89

星期二材料物理性能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40 汪嘉恒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二电机及拖动基础 (1-2节) (1-4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二数字电子技术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4 朱维勇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二现代仪器分析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二
锻造工艺及模具设
计 (1-2节) (11-15周) 新安学堂414 聂爱琴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铸造工艺学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电路与电子技术 (1-2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1班
星期二数字媒体技术 (1-2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25 曹力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二
数字图像处理及应
用 (1-2节) (3,6-9周) 新安学堂425 詹曙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二真空与薄膜技术 (2-4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李小军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二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机械工程17-4班,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
星期二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机械工程17-4班,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38
星期二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机械工程17-4班,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9
星期二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7-4班,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38
星期二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英语18-1班 14
星期二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英语18-1班 8
星期二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英语18-1班 35
星期二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英语18-1班 28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3-4节) (1-10周) 机房401 刘炀 机械工程18-1班 47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3-4节) (1-10周) 机房403 刘虹 机械工程18-6班 45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3-4节) (1-10周) 机房408 王静 机械工程18-7班 45
星期二英语视听说（4） (3-4节) (1-16周) 机房410 黄美婷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二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1 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4 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6 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3
星期二英语（三） (3-4节) (1-10周) 机房502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04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09 刘维娜,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10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二工程测量 (3-4节) (3-10周) 敬亭学堂103 李晓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二分析化学 (3-4节) (2-11周) 敬亭学堂105 肖正辉 2018级新能源 96
星期二英语（三）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5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物流管理18-1班 139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经济学,2018级国贸 186



星期二高等数学B（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201 金建军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二物流技术与设备 (3-4节) (4-10周) 敬亭学堂203 骆正清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91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8
星期二运营管理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5 刘渤海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二工程地质 (3-4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5 罗雷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二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胡安琳,洪娇娇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计算机18-1班,计算机
18-2班 181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4） (3-4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机械工程17-3班,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7-1,应用
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177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二大学语文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城市地下18-3班 134
星期二机械设计基础A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02 王纯贤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 83
星期二财政学原理 (3-4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二财务管理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二民事诉讼法学 (3-4节) (5-15周) 敬亭学堂305 王梦飞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二基础英语（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2班 31
星期二英语视听说（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7 王楠楠 英语18-3班 31
星期二基础英语（4）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王晓慧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二创新思维与设计 (3-4节) (9-10周) 敬亭学堂310 陈安英,王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二统计学原理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宋平凡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二
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 136

星期二市场营销学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 94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机械工程18-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 134
星期二机械原理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94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二
广告学经典名著导
读 (3-4节) (11-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二
英语高级写作
（下） (3-4节) (3-18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张巧炜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二数字逻辑与FPGA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402 丁贤庆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二
大学物理C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137

星期二材料力学B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428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二物理化学C (3-4节) (6-17周) 敬亭学堂430 张永亮,姚鑫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成型17-3班 121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潘刚 计算机17-1班 52

星期二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陈恒 计算机17-2班 50

星期二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何晓雄 计算机17-3班 47

星期二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自动化17-2班 46

星期二跨国公司管理 (3-4节) (1-11周) 新安学堂104 孙超平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过程设备设计 (3-4节) (5-14周) 新安学堂112 张俊,马培勇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二
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44

星期二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5

星期二工程建设监理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06 阿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二
结构试验与检测技
术 (3-4节) (8-11周) 新安学堂206 周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二基坑与边坡工程 (3-4节) (7-14周) 新安学堂207 孟益平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二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1
星期二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新能源17-2班 143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3-4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水利15-1班,水利15-2班,给排水15-1班,给排水
15-2班,农水15-1班,环境15-1班 255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3-4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市场营销15-1班,市场营销15-2班,工管15-1班,
工管15-2班,物流管理15-1班,物流管理15-2班 258

星期二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3-4节) (3-14周) 新安学堂225 郑涛,殷礼胜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二计算机控制技术 (3-4节) (5-12周) 新安学堂226 肖本贤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二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二审计学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30 张根文,夏琼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二计算机体系结构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32 陆阳,徐娟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二证券市场分析 (3-4节) (2-9周) 新安学堂234 王海涛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二日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302 张文采 2017级能源化学工程 1
星期二电磁场与电磁波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3 李春华 电信科17-1班 48

星期二
化学反应工程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314 徐超,孙敏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 (3-4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汪媛媛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法学18-1班,法学
18-2班 185

星期二专业英语 (3-4节) (2-7周) 新安学堂324 陈科,董迎晖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二机械优化设计 (3-4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4 王卫荣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二经济法 (3-4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25 付红,周志平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二物流成本管理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徐晟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4节) (3-8周) 新安学堂326 欧阳一鸣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二
制造技术基础 (3-4节) (1-3,6-14周)新安学堂327

常伟杰,吴仲伟,
丁志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二微波技术B (3-4节) (4-15周) 新安学堂330 姜兆能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二固体物理学 (3-4节) (1-16周) 新安学堂340 贾冲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二数字电子技术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4 朱维勇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二
施工组织设计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413 张琳琳

土木(道桥)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
(城市地下)16-2班 125

星期二金属熔焊性能 (3-4节) (7-13周) 新安学堂414 刘飞,钟志宏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数字媒体技术 (3-4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25 曹力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29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25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17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4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22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9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36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36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36

星期二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计算机18-2
班,电信科18-1班,英语18-3班 28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5-6节) (1-10周) 机房405 胡延平 成型18-2班 44
星期二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1 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2



星期二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4 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6 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1
星期二英语（三） (5-6节) (1-10周) 机房502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04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09 洪娇娇,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10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仪器分析（必选） (5-6节) (1-7周) 敬亭学堂102 陈冬 2017级环境 86
星期二军事理论 (5-6节) (10-15周) 敬亭学堂103 孙玲 广告学18-1班,法学18-1班 92

星期二
结构力学A (5-6节) (1-19周) 敬亭学堂105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二英语（三）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3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3班,土木17-3
班,土木17-4班 213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2） (5-6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6 李澍

电信科18-3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英
语18-2班 171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8 李莉

成型17-1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电信
科17-1班 190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应用化学,2018级能源化学 181
星期二有机化学C (5-6节) (6-17周) 敬亭学堂201 覃玲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二联络口译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03 王晓慧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物流技术与设备 (5-6节) (4-10周) 敬亭学堂203 骆正清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运营管理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5 刘渤海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91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二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胡安琳,刘维娜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二
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4） (5-6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成型17-2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电信
科17-1班 184



星期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24 林元,汪清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机械工程17-
3班,机械工程17-4班 188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国贸18-1班,国贸
18-2班 190

星期二大学语文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成型18-1班,广告学18-1班,法学18-1班 138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成型18-1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经济
学18-2班 183

星期二土木工程材料 (5-6节) (9-16周) 敬亭学堂301 詹炳根,周万良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二国际经济学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卢建锋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二经济学 (5-6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4班 46

星期二
英美小说选读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5 王楠楠

英语（商务）17-1班,英语（商务）17-2班,英
语（商务）17-3班 92

星期二基础英语（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1班 31
星期二专业英语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周乾 法学17-1班 47
星期二统计学原理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宋平凡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二合同法学 (5-6节) (7-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李世军 法学18-2班 46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机械工程18-1班 135
星期二广告策划与执行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计算机18-1班 142
星期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30 张本宏,张建军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机械工程17-5班 46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何晓雄 机械工程17-6班 48

星期二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陈恒 物联网17-2班 50

星期二
经济与贸易类论文
写作 (5-6节) (5-10周) 新安学堂106 戴前智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二
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48

星期二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4
星期二工程建设监理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阿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6 陈安英,李庆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7 杜勇锋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二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2
星期二中国文化概论 (5-6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3班 124

星期二
中国文化概论 (5-6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自动化17-3班,自
动化17-4班 192

星期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赵树平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0 戴燕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物流管理16-
3班,化工（高分子）16-1班 179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1 陈群

计算机15-1班,计算机15-2班,计算机15-3班,计
算机15-4班,物联网15-1班,物联网15-2班 293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8）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222 张慧玲

2015级化工（高分子）,化工(精细)15-1班,化
工(精细)15-2班 225

星期二计算机控制技术 (5-6节) (5-12周) 新安学堂225 肖本贤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二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5-6节) (3-14周) 新安学堂226 郑涛,殷礼胜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二财务会计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30 夏琼,张根文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二计算机体系结构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二软件工程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吴克伟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二电磁场与电磁波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3 李春华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 98

星期二
化工设计 (5-6节) (8-14周) 新安学堂314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二
大学物理B(1)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机械工程18-8班 179

星期二
CAD/CAM技术与

应用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324 夏链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二专业英语 (5-6节) (2-7周) 新安学堂327 陈科,董迎晖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二液压与气压传动 (5-6节) (9-15周) 新安学堂327 曹剑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二通信原理B (5-6节) (1-15周) 新安学堂331 贾璐,姜烨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二生态修复工程 (5-6节) (1-8周) 新安学堂335 许子牧,胡淑恒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二
环境工程技术经济
与造价管理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335 李湘凌,许为义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5-6节) (3-6周) 新安学堂336 许小玲

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高分子）16-3
班,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6-1,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16-2 184

星期二
化学反应工程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339 徐超,孙敏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二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5-6节) (11-17周) 新安学堂414 朱中稳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材料工程基础1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电路与电子技术 (5-6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2班
星期二日语（2） (5-7节) (1-11周) 新安学堂103 张文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法语（2） (5-7节) (1-11周) 新安学堂229 冯霖谷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二纳米材料学 (5-7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汪嘉恒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二广告设计基础2 (5-8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二数字图文处理 (5-8节) (9-10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杨锐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2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4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29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13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38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38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26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38

星期二
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新能源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
源化学工程17-2班 15

星期二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广告学18-1班 35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7-8节) (1-10周) 机房401 刘炀 过控18-1班 44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7-8节) (1-10周) 机房403 刘虹 过控18-2班 44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7-8节) (1-10周) 机房405 胡延平 机械工程18-8班 44
星期二工程图学A(2) (7-8节) (1-10周) 机房408 王静 成型18-1班 46
星期二英语视听说（4） (7-8节) (1-16周) 机房410 黄美婷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二工程测量 (7-8节) (3-10周) 敬亭学堂103 李晓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二理论力学C (7-8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黄文锋 2018级环境 91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国贸17-1班,国贸17-2
班 177

星期二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18 李莉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91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二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导论 (7-8节) (8-11周) 敬亭学堂203 姚鑫 2018级能源化学 90

星期二工程地质 (7-8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5 罗雷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137

星期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7-8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成型18-2班,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经济
学18-1班 185

星期二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应用化学18-2班 142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4） (7-8节) (3-6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过控17-1班,
过控17-2班,英语（商务）17-3班 208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4）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2 周军

成型17-3班,环境17-1班,环境17-2班,法学17-1
班 174

星期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4 林元,汪清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物流管理17-
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228

星期二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市地下18-2班 138
星期二经济学 (7-8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1班 47
星期二财务管理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二基础英语（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3班 31
星期二企业会计学 (7-8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郑宝红,刘春丽 国贸18-2班 48
星期二专业英语 (7-8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周乾 法学17-2班 46
星期二创新思维与设计 (7-8节) (9-10周) 敬亭学堂310 陈安英,王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二
C|C++语言程序设

计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冷金麟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2班 93
星期二企业管理学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二机械原理 (7-8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93
星期二材料科学基础3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文娟,鲍智勇 新能源17-2班 45

星期二
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 135

星期二程序设计基础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宣善立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 136

星期二
广告学经典名著导
读 (7-8节) (11-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二
英语高级写作
（下） (7-8节) (3-18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张巧炜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401 张本宏,张建军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二数字逻辑与FPGA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402 丁贤庆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二电子技术B (7-8节) (3-12周) 敬亭学堂405 江萍,徐晓冰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 80
星期二

C|C++语言程序设

计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410 李明 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4班 90

星期二
经济与贸易类论文
写作 (7-8节) (5-10周) 新安学堂106 戴前智 2016级经济学

星期二管理信息系统 (7-8节) (9-16周) 新安学堂107 赵树平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3 杜勇锋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二
混凝土结构设计 (7-8节) (1-7周) 新安学堂206

陈丽华(土木),黄
慎江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二工程建设监理 (7-8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阿蓉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二
中国文化概论 (7-8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环境17-2班,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3班,
英语(商务)17-3班 163

星期二
中国文化概论 (7-8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电
信科17-1班 197

星期二就业指导 (7-8节) (11-14周) 新安学堂217 陆佳,杨梅 2016级自动化 149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220 戴燕

过控16-2班,过控16-3班,成型16-1班,成型16-2
班,成型16-3班 228

星期二DSP原理及应用 (7-8节) (7-10周) 新安学堂226 杨双龙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二软件工程 (7-8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吴克伟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二
高分子合成工艺原
理 (7-8节) (8-15周) 新安学堂314

邹辉,殷俊（化

工）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二经济法 (7-8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25 付红,周志平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二物流系统规划 (7-8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二雷达技术 (7-8节) (2-7周) 新安学堂330 周芳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二通信原理B (7-8节) (1-15周) 新安学堂331 贾璐,姜烨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二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7-8节) (1-8周) 新安学堂335 许子牧,钱家忠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二
形势与政策（6）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336 许小玲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机械工程16-
3班,机械工程16-4班,过控16-1班 238

星期二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7-8节) (9-15周) 新安学堂339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二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7-8节) (5-16周) 新安学堂340 贾冲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二电机及拖动基础 (7-8节) (1-4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二现代仪器分析 (7-8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二金属弧焊工艺 (7-8节) (7-13周) 新安学堂414 钟志宏,刘飞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二电路与电子技术 (7-8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3班
星期二生命科学概论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4 刘国庆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04
星期二生命中的化学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6 牛向丽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23
星期二舌尖上的微生物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2 陈雪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25



星期二高等数学A（2） (9-11节) (6-16周) 敬亭学堂224 李华冰 2015级,2016级,2017级

星期二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6 李世军

2015级,2016级,2017级机械,2017级信
息,2017级建工,2017级商学,2017级化工,2017
级英语（商务）,2017级广告学,2018级机
械,2018级电气,2018级材料,2018级计信,2018
级土木,2018级化学,2018级管理,2018级外
语,2018级资环,2018级经济,2018级广告学 41

星期二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8 孙玲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08

星期二
高分子化学 (9-11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3

邹辉,殷俊（化

工）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二廉史今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15 郭晓燕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73
星期二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0 刘伟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0
星期二标准与生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1 吴泽宇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71
星期二食品创造艺术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2 刘凤茹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12
星期二人工智能基础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9 李磊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00

星期二
大学生KAB创业基

础教育 (9-11节) (4-11周) 新安学堂311（18级晚自习教室）盛义保,付彦林 2017级,2018级 30
星期二中国海洋周边关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7 王建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7
星期二法国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6 冯霖谷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55
星期二数字电子技术 (9-11节) (1-10周) 新安学堂404 朱维勇 2015级,2016级

星期三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27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1班 49

星期三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33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2班 47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14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33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10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38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38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机械工程18-7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3
班,物流管理18-2班,法学18-2班 12

星期三市场营销学 (1-2节) (9-18周) 敬亭学堂101 杜先进,冯晨鹏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三数字逻辑电路A (1-2节) (4-16周) 敬亭学堂102 王昱洁,樊春晓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98
星期三投资学原理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郑岚,张斌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三地学基础（必选） (1-2节) (12-17周) 敬亭学堂105 罗雷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1-2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经济学17-1班,经
济学17-2班 196

星期三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6 崔娟娟,杨莹莹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国贸18-1班,国贸18-2班 232

星期三大学物理B(1)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118 潘刚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三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君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国贸17-1班,国贸17-2
班 177

星期三工程材料及热处理 (1-2节) (6-12周) 敬亭学堂201 李合琴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 83
星期三数据库技术 (1-2节) (13-18周) 敬亭学堂203 张国富,苏兆品 电信科17-3班 48
星期三法律逻辑学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03 李颖红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18 林元,汪清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土木17-1班,土木
17-2班 187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三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计算机18-5班,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135

星期三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4 唐璐瑶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成型18-1班,物流
管理18-4班,法学18-1班 228

星期三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成型18-2班,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 134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1-2节) (1-6周) 敬亭学堂228 李莉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7-1,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7-
2,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172

星期三美国文学 (1-2节) (2-17周) 敬亭学堂230 林玉鹏 英语(商务)16-3班 30
星期三理论力学B (1-2节) (1-15周) 敬亭学堂301 黄文锋,盛宏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三微观经济学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经济学 90



星期三Java技术 (1-2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03 蒋哲远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三公共关系学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张晓静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三电子商务概论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1班 31
星期三管理学原理 (1-2节) (9-18周) 敬亭学堂304 周志平,付红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三MATLAB程序设计 (1-2节) (15-18周) 敬亭学堂305 孙浩 2018级能源化学 90
星期三离散数学（1）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殷剑宏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92
星期三英语视听说（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7 王楠楠 英语18-2班 31
星期三经济学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1班 47
星期三计算方法 (1-2节) (1-6周) 敬亭学堂316 胡敏,李书杰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三线性代数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320 郭清伟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 96
星期三数值分析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21 董学平,殷礼胜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三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1-2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三材料力学B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成型17-3班 135

星期三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3 冷金麟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 88
星期三英语笔译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5（18级晚自习教室）周一萍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三大学物理B(1)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杨晓雨 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139
星期三社会学概论 (1-2节) (1-7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范慧君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三
英语高级写作
（下） (1-2节) (3-18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张巧炜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三
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1-2节) (11-16周) 敬亭学堂402 徐本柱,曹力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三模拟电子线路A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3班 48

星期三土力学B (1-2节) (1-2,5-14周)敬亭学堂405 许小燕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三
C|C++语言程序设

计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410 李明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 90
星期三机器人技术 (1-2节) (4-9周) 敬亭学堂412 方宝富,李俊照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三电子技术B (1-2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93

星期三大学物理C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4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班137
星期三线性代数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422 丁尚文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8班 91
星期三运筹学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8 裴凤,杨爱峰 2017级物流管理 134
星期三金融工程学 (1-2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三人工智能原理 (1-2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三过程系统节能技术 (1-2节) (12-16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过程装备成套技术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112 王庆生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物理化学 (1-2节) (1-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三
城市立交与道路设
计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朱朝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
桥梁概念设计与美
学 (1-2节) (13-18周) 新安学堂203 万华平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
工程结构抗震 (1-2节) (4-11周) 新安学堂206

陈丽华(土木),宋
满荣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三
岩土工程勘察与测
试技术 (1-2节) (11-18周) 新安学堂207 李雪峰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三土木工程造价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杨树萍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三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环境17-1班,广告学17-2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81

星期三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英语(商务)17-1班 111
星期三运输与配送管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216 马华伟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三ERP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杨敏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三电器与PLC控制 (1-2节) (9-18周) 新安学堂217 李奇越,罗国军 2016级自动化 149
星期三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226 郁明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三人力资源管理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彭张林 英语(商务)16-1班 31
星期三经济学说史 (1-2节) (3-8周) 新安学堂230 束克东,陶爱萍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三操作系统A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三
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14 孙敏,王莉(化工)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三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程玉风

经济学18-1班,经济学18-2班,国贸18-1班,国贸
18-2班 186

星期三数控技术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324 章凯羽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三
液压与气压传动 (1-2节) (9-15周) 新安学堂324

胡敏（男）,夏永

胜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三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327 吴喆,刘勇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三控制工程基础 (1-2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7 任永强,陈甦欣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三集成电路设计 (1-2节) (3-9周) 新安学堂331 郎文辉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三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1-2节) (7-16周) 新安学堂335 朱承驻,韦林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三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337 陈文琳 成型16-1班 45

星期三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1-2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9 张先龙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三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
工艺 (1-2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40 鲍智勇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三
锂离子电池原理与
工艺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40 朱继平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三电机及拖动基础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三
材料成型专业科技
英语 (1-2节) (11-18周) 新安学堂414 余瑾,黄中月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三英语演讲与辩论 (1-3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6 黄美婷 英语18-3班 31
星期三广告设计基础2 (1-4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三数字图文处理 (1-4节) (9-10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杨锐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经济学18-1班,法
学18-1班 36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经济学18-1班,法
学18-1班 16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经济学18-1班,法
学18-1班 36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经济学18-1班,法
学18-1班 27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经济学18-1班,法
学18-1班 38

星期三程序设计基础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1 宣善立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 93
星期三数字逻辑电路A (3-4节) (4-16周) 敬亭学堂102 王昱洁,樊春晓 电信科17-3班 48
星期三军事理论 (3-4节) (10-15周) 敬亭学堂103 孙玲 广告学18-2班,法学18-2班 93
星期三投资学原理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郑岚,张斌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成型17-2班,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
机17-3班 186



星期三
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118 潘刚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环境18-1班,环境
18-2班 187

星期三
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1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君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经济学17-1班,经济学
17-2班 184

星期三流体力学 (3-4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1 阿蓉 2017级环境 86
星期三分析化学B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01 周红洋 2018级能源化学 90
星期三刑法学（下）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203 李颖红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三数据库技术 (3-4节) (13-18周) 敬亭学堂203 张国富,苏兆品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98
星期三物流学概论 (3-4节) (1-9周) 敬亭学堂20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
3班,机械工程18-4班 183

星期三
大学语文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
3班,广告学18-2班 185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7班,机械工程18-
8班,电信科18-1班 181

星期三大学语文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城市地下18-1班,应用化学18-1班 92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2班,能源化学18-
1班,能源化学18-2班 181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228 李莉

环境17-1班,环境17-2班,广告学17-1班,广告学
17-2班 178

星期三美国文学 (3-4节) (2-17周) 敬亭学堂230 林玉鹏 英语(商务)16-1班 31
星期三理论力学B (3-4节) (1-15周) 敬亭学堂301 黄文锋,盛宏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三微观经济学 (3-4节) (1-11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国贸 96
星期三电子商务概论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2班 31
星期三离散数学（1）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殷剑宏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92
星期三英语视听说（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7 王楠楠 英语18-1班 31
星期三企业会计学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雷西洋,刘春丽 经济学18-2班 45
星期三经济学 (3-4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4班 46
星期三运筹学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12 裴凤,杨爱峰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三高级商务英语 (3-4节) (2-17周) 敬亭学堂316 Rick E Plautz 2017级英语（商务） 92
星期三新闻学概论 (3-4节) (9-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新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三
线性代数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320 郭清伟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 135

星期三数值分析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21 董学平,殷礼胜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三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3-4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93

星期三材料力学B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卞步喜,巫绪涛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1班 126
星期三机械原理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三材料科学基础3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文娟,鲍智勇 新能源17-2班 45
星期三Java技术 (3-4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28 蒋哲远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三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杨晓雨 计算机18-5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136
星期三广告心理学 (3-4节) (8-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三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3-4节) (11-16周) 敬亭学堂402 徐本柱,曹力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三计算方法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402 胡敏,李书杰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三模拟电子线路A (3-4节) (1-11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98

星期三土力学B (3-4节) (1-2,5-14周)敬亭学堂405 许小燕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三机器人技术 (3-4节) (4-9周) 敬亭学堂412 方宝富,李俊照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三电子技术B (3-4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94

星期三
C|C++语言程序设

计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420 李明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三
线性代数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422 丁尚文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 136

星期三
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吴本科 土木17-3班 46

星期三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陈恒 土木17-4班 43

星期三
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何晓雄 物流管理17-1班 46

星期三
高分子化学 (3-4节) (8-16周) 新安学堂103

邹辉,殷俊（化

工）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三金融工程学 (3-4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三人工智能原理 (3-4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三过程装备CAD技术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112 王庆生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活塞式压缩机 (3-4节) (5-11周) 新安学堂112 朱仁胜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桥梁预应力技术 (3-4节) (11-18周) 新安学堂203 胡成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土木工程造价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杨树萍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基础工程 (3-4节) (10-15周) 新安学堂206 汪鹏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三砌体结构 (3-4节) (4-9周) 新安学堂206 宋满荣,康谨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三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计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207 姚华彦,刘笑显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三
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能源化学工程17-
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182

星期三
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物流管理17-2班,新能源17-1班,应用化学17-1
班,应用化学17-2班 172

星期三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
真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216 马华伟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三运动控制系统 (3-4节) (1-16周) 新安学堂225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三人力资源管理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彭张林 英语(商务)16-2班,英语(商务)16-3班 60
星期三操作系统A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三计量经济学 (3-4节) (1-9周) 新安学堂234 王立平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三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3-4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4 张先龙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三
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成型18-1班,成型18-2
班 178

星期三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3-4节) (1-5周) 新安学堂324 吴喆,刘勇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三控制工程基础 (3-4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4 任永强,陈甦欣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三嵌入式操作系统 (3-4节) (1-7周) 新安学堂326 吴永忠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三
机械装备电气与
PLC技术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327 张雷,钱钧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三数控技术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327 章凯羽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三DSP原理及应用 (3-4节) (13-17周) 新安学堂331 王金诚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三环境评价与规划 (3-4节) (4-17周) 新安学堂335 刘晓薇,李如忠 2016级环境 86
星期三化工安全环保技术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39 孙敏,王莉(化工)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89



星期三
燃料电池原理与技
术 (3-4节) (3-10周) 新安学堂340 孙振杰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三电机及拖动基础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三软件技术基础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404 谭琦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三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3-4节) (3-8周) 新安学堂407 李冰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三
弧焊设备及控制技
术 (3-4节) (10-16周) 新安学堂414 凌堃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三CAD/CAM基础 (3-4节) (6-9周) 新安学堂414 王成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三就业指导 (3-4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16 贾殿坤,黄冬冬 2016级计算机 202
星期三环境工程CAD (5-6节) (1-8周) 不占用教室 郭志强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三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机械工程17-3班,环境17-2班,土木17-2班 17
星期三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机械工程17-3班,环境17-2班,土木17-2班 38
星期三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7-3班,环境17-2班,土木17-2班 36
星期三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机械工程17-3班,环境17-2班,土木17-2班 10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新能源18-2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
市地下18-4班 5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新能源18-2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
市地下18-4班 36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新能源18-2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
市地下18-4班 18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新能源18-2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
市地下18-4班 37

星期三
大学体育（2）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新能源18-2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
市地下18-4班 12

星期三市场营销学 (5-6节) (9-18周) 敬亭学堂101 杜先进,冯晨鹏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三经济法学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2 汪永福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
3班,英语（商务）17-1班 165

星期三民法学 (5-6节) (3-18周) 敬亭学堂201 周乾 2018级法学 91



星期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林元,汪清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土木17-3班,土木
17-4班 184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机械工程18-5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计算机18-5班 181

星期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环境18-1
班,环境18-2班 184

星期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228 李莉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英
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班 144

星期三管理学原理 (5-6节) (9-18周) 敬亭学堂301 周志平,付红 英语（商务）17-2班,英语（商务）17-3班 61
星期三Java技术 (5-6节) (12-17周) 敬亭学堂303 蒋哲远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三
中外经典广告案例
评析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张晓静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 94

星期三电子商务概论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04 许君 英语18-3班 31
星期三MATLAB程序设计 (5-6节) (15-18周) 敬亭学堂305 孙浩 2018级应用化学 91
星期三企业会计学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雷西洋,刘春丽 经济学18-1班 45
星期三经济学 (5-6节) (1-11周) 敬亭学堂310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 91
星期三运筹学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12 裴凤,杨爱峰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三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5-6节) (11-16周) 敬亭学堂316 徐本柱,曹力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三离散数学（1）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16 殷剑宏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5班 137
星期三新闻学概论 (5-6节) (9-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新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三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5-6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20 朱克毓,夏维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
3班 134

星期三电子设计训练 (5-6节) (3-4周) 敬亭学堂320 杨兴明 2017级电信科 146

星期三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基础 (5-6节) (1-3,6-9周)敬亭学堂321 常伟杰,吴仲伟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94

星期三机械设计基础A (5-6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2 陈奇,朱家诚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成型17-3班 121

星期三
C|C++语言程序设

计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3 冷金麟 成型18-2班,物流管理18-4班 90
星期三视觉形象设计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三传播学概论 (5-6节) (8-19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史梁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三机器人技术 (5-6节) (4-9周) 敬亭学堂328 方宝富,李俊照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三程序设计基础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宣善立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三广告心理学 (5-6节) (8-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三材料科学基础3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石敏,孙毅 新能源17-1班 46
星期三计算方法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402 胡敏,李书杰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三电子技术B (5-6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三大学物理C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 139

星期三电路理论（上）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422 刘良成,陈志伟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三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陈恒 计算机17-5班 48

星期三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何晓雄 土木17-1班 44

星期三跨国公司管理 (5-6节) (12-16周) 新安学堂104 孙超平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三人工智能原理 (5-6节) (3-10周) 新安学堂107 李磊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三环保技术与设备 (5-6节) (12-16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离心式压缩机 (5-6节) (5-11周) 新安学堂112 朱仁胜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三沥青混凝土技术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朱朝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5-6节) (1-5周) 新安学堂204 陈文琳 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93

星期三钢结构设计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6 王成刚,冯玉龙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三基础工程 (5-6节) (5-10周) 新安学堂207 熊峰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三物流案例分析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杨敏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三数据通信与网络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7 李奇越,穆道明 2016级自动化 149
星期三信号分析与处理 (5-6节) (1-8周) 新安学堂225 郁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三操作系统A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三计量经济学 (5-6节) (1-9周) 新安学堂234 王立平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三软件工程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谢昭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三
精细化工工艺学 (5-6节) (4-8周) 新安学堂314 陈天云,徐超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三
大学物理B(1)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
3班,机械工程18-4班 183



星期三
机械装备电气与
PLC技术 (5-6节) (11-16周) 新安学堂324 张雷,钱钧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三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5-6节) (1-7周) 新安学堂326 吴永忠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三高分子合成工艺原
理 (5-6节) (8-15周) 新安学堂339

邹辉,殷俊（化

工）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89
星期三软件技术基础 (5-6节) (1-8周) 新安学堂404 谭琦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三
科技文献检索与利
用 (5-6节) (3-8周) 新安学堂407 李冰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三
焊接结构与生产装
备 (5-6节) (10-18周) 新安学堂414 凌堃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三传播学概论 (7-8节) (8-19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史梁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三社会学概论 (7-8节) (1-7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范慧君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三基础工程 (7-8节) (5-10周) 新安学堂203 熊峰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三土木工程造价 (7-8节) (7-12周) 新安学堂206 王波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三地基处理 (7-8节) (5-6周) 新安学堂207 黄文锋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三运动控制系统 (7-8节) (1-16周) 新安学堂226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三
精细化工工艺学 (7-8节) (4-8周) 新安学堂339 陈天云,徐超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三
合金原理及制备技
术 (7-8节) (11-17周) 新安学堂414 余瑾,黄中月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三西方文明史 (9-11节) (11-18周)敬亭学堂114 刘伟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17
星期三新闻广播英语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6 张瑞玲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0
星期三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0 吴平平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78
星期三中国佛教文化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2 孙其标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6
星期三美国历史与文化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4 翟群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8
星期三程序设计基础 (9-11节) (1-11周) 敬亭学堂330 宣善立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
星期三电子技术B (9-11节) (3-11周) 敬亭学堂405 江萍,徐晓冰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三
高分子化学 (9-11节) (9-14周) 新安学堂103

邹辉,殷俊（化

工）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三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15 张文慧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41
星期三高等数学A（2） (9-11节) (6-16周) 新安学堂220 袁革 2015级,2016级,2017级



星期三走近汉字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1 唐桂兰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8
星期三西方音乐文化 (9-11节) (11-18周)新安学堂222 何孟桓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56
星期三西方音乐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2 何孟桓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19

星期三
大学生KAB创业基

础教育 (9-11节) (4-11周) 新安学堂311（18级晚自习教室）王腾 2017级,2018级 30
星期三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6 张小曼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57
星期三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6 沈永杰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7
星期三廉史今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416 郭晓燕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24

星期四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27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1班 49

星期四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33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2班 47

星期四审计学 (1-2,7-8节) (9-16周)新安学堂234 张根文,夏琼 2016级国贸 90
星期四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成型17-2班,电信科17-1班 6
星期四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成型17-2班,电信科17-1班 9
星期四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成型17-2班,电信科17-1班 35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401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50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403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51
星期四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50
星期四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4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5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02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50
星期四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504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6
星期四英语（三） (1-2节) (1-10周) 机房509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50
星期四仪器分析（必选） (1-2节) (1-7周) 敬亭学堂102 陈冬 2017级环境 86
星期四工程测量 (1-2节) (3-10周) 敬亭学堂103 李晓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51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1-2节) (1-19周) 敬亭学堂105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51
星期四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51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物流管理18-1班 139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经济学,2018级国贸 186



星期四物流技术与设备 (1-2节) (4-10周) 敬亭学堂203 骆正清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91
星期四运营管理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5 刘渤海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四英语（三）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50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137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计算机18-1班,计算机
18-2班 181

星期四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8周) 敬亭学堂220 吴玉兰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机械工程18-1班,城市
地下18-2班 181

星期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4 林元,汪清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机械工程17-
3班,机械工程17-4班 188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四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6 徐唱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广告学18-1班,广告学
18-2班 185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1-2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法学18-1班,法学
18-2班 185

星期四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法学18-2班 139
星期四土木工程材料 (1-2节) (9-16周) 敬亭学堂301 詹炳根,周万良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四机械设计基础A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302 王纯贤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 83
星期四英语交际口语（2） (1-2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4 Rick E Plautz 英语18-1班 31
星期四民事诉讼法学 (1-2节) (5-14周) 敬亭学堂305 王梦飞 2017级法学 93
星期四基础英语（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2班 31
星期四跨文化交际 (1-2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安晶晶（宣城）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四基础英语（4）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四创新思维与设计 (1-2节) (9-10周) 敬亭学堂310 陈安英,王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四统计学原理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宋平凡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四
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 136

星期四广告策划与执行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机械工程18-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 134
星期四机械原理 (1-2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94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 135

星期四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30 张本宏,张建军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四材料科学基础3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4（18级晚自习教室）石敏,孙毅 新能源17-1班 46
星期四数字逻辑与FPGA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402 丁贤庆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四电子技术B (1-2节) (3-12周) 敬亭学堂405 江萍,徐晓冰 成型17-3班 41

星期四
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9
星期四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6
星期四语言与语用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104 肖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四金融工程学 (1-2节) (9-12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四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46
星期四过程设备设计 (1-2节) (5-13周) 新安学堂112 张俊,马培勇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四物理化学 (1-2节) (1-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四
混凝土结构设计 (1-2节) (1-7周) 新安学堂206

陈丽华(土木),黄
慎江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结构试验与检测技
术 (1-2节) (8-11周) 新安学堂206 周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工程建设监理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阿蓉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四
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环境17-2班,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3班,
英语(商务)17-3班 163

星期四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新能源17-2班 143
星期四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赵树平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四计算机控制技术 (1-2节) (5-12周) 新安学堂225 肖本贤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四DSP原理及应用 (1-2节) (7-10周) 新安学堂226 杨双龙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四经济学说史 (1-2节) (3-6周) 新安学堂230 束克东,陶爱萍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四计算机体系结构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四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32 陆阳,徐娟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四证券市场分析 (1-2节) (2-9周) 新安学堂234 王海涛 2016级国贸 90
星期四软件工程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吴克伟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四
高分子合成工艺原
理 (1-2节) (8-15周) 新安学堂314

邹辉,殷俊（化

工）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四
CAD/CAM技术与

应用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324 夏链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四机械优化设计 (1-2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4 王卫荣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四物流成本管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徐晟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四
制造技术基础 (1-2节) (1-3,6-14周)新安学堂327

常伟杰,吴仲伟,
丁志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四雷达技术 (1-2节) (2-6周) 新安学堂330 周芳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四生态修复工程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35 许子牧,胡淑恒 2016级环境 86

星期四
水污染控制工程
（Ⅱ） (1-2节) (9-16周) 新安学堂335 崔康平,李湘凌 2016级环境 86

星期四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1-2节) (9-15周) 新安学堂339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四固体物理学 (1-2节) (1-16周) 新安学堂340 贾冲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四现代仪器分析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四锻造工艺及模具设
计 (1-2节) (11-15周) 新安学堂414 聂爱琴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铸造工艺学 (1-2节) (1-5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电路与电子技术 (1-2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2班
星期四真空与薄膜技术 (2-4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李小军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四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成型17-3班,电信科17-2班,新能源17-2班 5
星期四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成型17-3班,电信科17-2班,新能源17-2班 23
星期四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成型17-3班,电信科17-2班,新能源17-2班 15
星期四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成型17-3班,电信科17-2班,新能源17-2班 37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3班,经济学18-2
班 27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3班,经济学18-2
班 13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3班,经济学18-2
班 36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物流管理18-1班,物流管理18-3班,经济学18-2
班 8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401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44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403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43
星期四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48
星期四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4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3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02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44
星期四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504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6
星期四英语（三） (3-4节) (1-10周) 机房509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四
结构力学A (3-4节) (1-19周) 敬亭学堂102

陈涛,方诗圣,张
鸣祥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四

C|C++语言程序设

计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3 宣善立 成型18-1班,物流管理18-2班 92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47
星期四分析化学 (3-4节) (2-11周) 敬亭学堂105 肖正辉 2018级新能源 96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44
星期四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45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4节) (11-18周) 敬亭学堂114 王建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机械工程17-
3班,机械工程17-4班,机械工程17-5班 234

星期四
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18 贾兆丽,戴习民

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
算机18-5班 183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2018级应用化学,2018级能源化学 181
星期四有机化学C (3-4节) (6-17周) 敬亭学堂201 覃玲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四物流技术与设备 (3-4节) (4-10周) 敬亭学堂203 骆正清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四英语（三）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四运营管理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5 刘渤海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91

星期四
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218 陈国琪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0 张高荣,王能能

成型18-2班,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经济
学18-1班 185

星期四大学语文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6 张继龙,潘家耕

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国贸18-1班,国贸
18-2班 190

星期四土木工程材料 (3-4节) (9-16周) 敬亭学堂301 詹炳根,周万良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四微观经济学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国贸 96



星期四经济学 (3-4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4班 46
星期四财政学原理 (3-4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四财务管理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四古希腊罗马神话故
事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张巧炜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 93

星期四跨文化交际 (3-4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安晶晶（宣城）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四基础英语（4）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四知识产权法学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10 夏玲 2017级法学 93
星期四统计学原理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12 宋平凡 2017级国贸 87
星期四市场营销学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 94
星期四视觉形象设计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四英语笔译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5（18级晚自习教室）周一萍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四广告学经典名著导
读 (3-4节) (11-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四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401 张本宏,张建军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四数字逻辑与FPGA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402 丁贤庆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四环境工程原理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403 郭志强,陈冬 2017级环境 86
星期四电子技术B (3-4节) (3-12周) 敬亭学堂405 江萍,徐晓冰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 80

星期四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吴本科 自动化17-3班 47

星期四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潘刚 自动化17-4班 48

星期四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何晓雄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 41

星期四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陈恒 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42

星期四
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9
星期四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8



星期四
高分子化学 (3-4节) (8-16周) 新安学堂103

邹辉,殷俊（化

工）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四金融工程学 (3-4节) (9-12周) 新安学堂106 汪文隽,赵静 2016级国贸 90
星期四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107 陆阳,徐娟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四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45
星期四过程系统节能技术 (3-4节) (12-16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四负压设备基础 (3-4节) (4-7周) 新安学堂112 王国栋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四工程建设监理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阿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四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6 陈安英,李庆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基坑与边坡工程 (3-4节) (7-14周) 新安学堂207 孟益平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四
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电
信科17-1班 197

星期四物流信息系统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6 夏维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物流管理16-
3班 132

星期四DSP原理及应用 (3-4节) (7-10周) 新安学堂225 杨双龙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四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3-4节) (3-14周) 新安学堂226 郑涛,殷礼胜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四财务会计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229 夏琼,张根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四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国贸 90

星期四计算机体系结构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四证券市场分析 (3-4节) (2-9周) 新安学堂234 王海涛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四软件工程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303 吴克伟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四
高分子形态结构与
性能 (3-4节) (9-15周) 新安学堂314 侯小华,郝文涛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四
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计
算机18-1班 181

星期四
大学生心理健康 (3-4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汪媛媛

广告学18-1班,广告学18-2班,法学18-1班,法学
18-2班 185

星期四
制造技术基础 (3-4节) (1-3,6-14周)新安学堂324

常伟杰,吴仲伟,
丁志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四物流成本管理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徐晟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四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4节) (3-8周) 新安学堂326 欧阳一鸣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四
CAD/CAM技术与

应用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327 余道洋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四液压与气压传动 (3-4节) (9-15周) 新安学堂327 曹剑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四通信原理B (3-4节) (1-15周) 新安学堂331 贾璐,姜烨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四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35 许子牧,钱家忠 2016级环境 86

星期四
环境工程技术经济
与造价管理 (3-4节) (9-16周) 新安学堂335 李湘凌,许为义 2016级环境 86

星期四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337 陈文琳 成型16-1班 45

星期四
化工设计 (3-4节) (8-14周) 新安学堂339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89

星期四就业指导 (3-4节) (11-14周) 新安学堂340 贾殿坤,梅启梦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四材料物理性能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40 汪嘉恒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四数字电子技术 (3-4节) (1-11周) 新安学堂404 朱维勇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四金属弧焊工艺 (3-4节) (7-13周) 新安学堂414 钟志宏,刘飞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电路与电子技术 (3-4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1班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0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27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25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17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38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38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38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36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14

星期四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
班,自动化17-2班,环境17-1班,经济学17-1班,
经济学17-2班,应用化学17-1班 27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401 喻远洋,孙其标 2018级过控 46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403 康雷鸣,唐璐 2018级过控 46
星期四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1 田键,张小曼 2017级过控 46
星期四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4 杨德明,张瑞玲 2017级过控 44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02 孟静,翟群 2018级过控 48
星期四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504 苏凌云,张文慧 2017级过控 47
星期四英语（三） (5-6节) (1-10周) 机房509 刘伟,周皓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4 洪娇娇,邓英 2018级过控 47
星期四分析化学A1 (5-6节) (2-11周) 敬亭学堂105 肖正辉 2018级应用化学 91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6 吴平平,张瑛 2018级过控 45
星期四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7 刘维娜,胡安琳 2018级过控 45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国贸17-1班,国贸17-2
班 177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晓彦,刘植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四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导论 (5-6节) (8-11周) 敬亭学堂203 姚鑫 2018级能源化学 90



星期四物流学概论 (5-6节) (1-9周) 敬亭学堂20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 91
星期四英语（三）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张弘,李俊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218 李莉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91

星期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228 曹钰,咸怡帆

成型18-1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经济
学18-2班 183

星期四微观经济学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陈宝兰 2018级经济学 90
星期四经济学 (5-6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1班 47
星期四公共关系学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张晓静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四英语交际口语（2） (5-6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4 Rick E Plautz 英语18-2班 31
星期四基础英语（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3班 31
星期四跨文化交际 (5-6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安晶晶（宣城）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四企业会计学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郑宝红,刘春丽 国贸18-2班 48
星期四专业英语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周乾 法学17-2班 46
星期四合同法学 (5-6节) (7-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李世军 法学18-1班 45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机械工程18-1班 135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计算机18-1班 142
星期四机械原理 (5-6节) (1-14周) 敬亭学堂323 陈奇,朱家诚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93
星期四程序设计基础 (5-6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宣善立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计算机18-5班 136

星期四
广告学经典名著导
读 (5-6节) (11-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何红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四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401 张本宏,张建军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四大学物理C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137

星期四电路理论（上）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422 刘良成,陈志伟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四材料力学B (5-6节) (1-14周) 敬亭学堂428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四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吴本科 物流管理17-3班 43

星期四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陈恒 新能源17-1班 46

星期四
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合实验楼二）何晓雄 新能源17-2班 45



星期四
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1

陈路林,刘洋（外

语） 2017级过控 44
星期四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2 张洁,鲁晓红 2017级过控 43

星期四
经济与贸易类论文
写作 (5-6节) (5-10周) 新安学堂106 戴前智 2016级国贸 90

星期四管理信息系统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107 赵树平 2017级国贸 87
星期四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109 沈永杰,黄贵 2017级过控 50
星期四环保技术与设备 (5-6节) (12-16周) 新安学堂112 唐志国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四物理化学 (5-6节) (15-18周) 新安学堂113 鲁道荣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四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3 杜勇锋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四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
计 (5-6节) (1-4周) 新安学堂204 陈文琳 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93

星期四工程建设监理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6 阿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现代预应力技术 (5-6节) (8-13周) 新安学堂206 周安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地基处理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7 黄文锋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四
中国文化概论 (5-6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英语(商务)17-2
班,广告学17-1班 178

星期四就业指导 (5-6节) (5-8周) 新安学堂216 袁文霞,王青松 2016级物流管理 132
星期四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5-6节) (3-14周) 新安学堂225 郑涛,殷礼胜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四计算机控制技术 (5-6节) (5-12周) 新安学堂226 肖本贤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四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四财务会计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30 夏琼,张根文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四计算机体系结构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32 李建华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四电磁场与电磁波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3 李春华 电信科17-1班 48

星期四
化工设计 (5-6节) (8-14周) 新安学堂314

杨庆春,王莉(化
工),张大伟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四
大学物理B(1)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6

王俊峰(物理),孟
大敏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机械工程18-8班 179

星期四
大学生心理健康 (5-6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陈发祥,刘江芹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城市地下18-4班 185

星期四专业英语 (5-6节) (2-7周) 新安学堂324 陈科,董迎晖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四经济法 (5-6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25 付红,周志平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四机械优化设计 (5-6节) (8-15周) 新安学堂327 王卫荣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四微波技术B (5-6节) (4-15周) 新安学堂330 姜兆能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四通信原理B (5-6节) (1-15周) 新安学堂331 贾璐,姜烨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四就业指导 (5-6节) (6-9周) 新安学堂335 代永建 2016级环境 86
星期四就业指导 (5-6节) (11-14周) 新安学堂339 胡桂菊 化工(精细)16-1班,化工(精细)16-2班 89

星期四
化学反应工程 (5-6节) (1-9周) 新安学堂339 徐超,孙敏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四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5-6节) (5-16周) 新安学堂340 贾冲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四数字电子技术 (5-6节) (1-11周) 新安学堂404 朱维勇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四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5-6节) (11-17周) 新安学堂414 朱中稳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数字媒体技术 (5-6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25 曹力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四日语（2） (5-7节) (1-11周) 新安学堂103 张文采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四法语（2） (5-7节) (1-11周) 新安学堂229 冯霖谷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四纳米材料学 (5-7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汪嘉恒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四专题讲座 (5-8节) (9-12周) 敬亭学堂220 詹炳根,江小燕 2017级土木工程（城地） 179
星期四广告设计基础2 (5-8节) (1-8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滕有平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四数字图文处理 (5-8节) (9-10周) 敬亭学堂324（18级晚自习教室）杨锐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四广告摄影与摄像 (5-8节) (1-4周) 新安学堂438（专用教室不外借）王宜川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四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茜 英语(商务)17-1班 20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8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殷俊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36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2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汪圣旺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32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20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柳毅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33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36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朱晓梅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20

星期四
大学体育（2）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英语18-2班,国贸
18-2班 40

星期四程序设计基础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2 周波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92
星期四工程测量 (7-8节) (3-10周) 敬亭学堂103 李晓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7-8节) (11-18周) 敬亭学堂114 王建

机械工程17-6班,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240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114 周彬,黄熙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3班,土木17-3
班,土木17-4班 213

星期四
形势与政策（2）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8 崔健,黄冬冬

应用化学18-1班,经济学18-1班,经济学18-2班,
法学18-2班 181

星期四
无机与分析化学
（2） (7-8节) (3-8周) 敬亭学堂201 周红洋 2018级环境 91

星期四有机化学C (7-8节) (6-17周) 敬亭学堂203 覃玲 新能源17-1班,新能源17-2班 91

星期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 (7-8节) (1-6周) 敬亭学堂218 李莉

成型17-1班,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电信
科17-1班 190

星期四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0 唐桂兰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应用化学18-2班 142

星期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4 林元,汪清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物流管理17-
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228

星期四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城市地下18-3班 134
星期四经济学 (7-8节) (12-14周) 敬亭学堂302 孙超平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 91
星期四财政学原理 (7-8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国贸 87
星期四财务管理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国贸 87
星期四英语交际口语（2） (7-8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4 Rick E Plautz 英语18-3班 31
星期四基础英语（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钟卓博,王炳华 英语18-1班 31
星期四企业会计学 (7-8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郑宝红,刘春丽 国贸18-1班 48



星期四专业英语 (7-8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周乾 法学17-1班 47
星期四创新思维与设计 (7-8节) (9-10周) 敬亭学堂310 陈安英,王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四数字逻辑与FPGA (7-8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0 丁贤庆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四企业管理学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21 王忠 广告学17-1班,广告学17-2班 92
星期四高等数学A（2）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四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7-8节) (11-17周) 敬亭学堂330 朱克毓,夏维

物流管理17-1班,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
3班 134

星期四
大学物理C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物流管理18-
1班 137

星期四材料力学B (7-8节) (1-14周) 敬亭学堂428 卞步喜,巫绪涛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成型17-2班 130

星期四
经济与贸易类论文
写作 (7-8节) (5-10周) 新安学堂106 戴前智 2016级经济学

星期四施工组织设计 (7-8节) (1-6周) 新安学堂206 张琳琳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四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207 杜勇锋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四中国文化概论 (7-8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成型17-3班 124

星期四
中国文化概论 (7-8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自动化17-3班,自
动化17-4班 192

星期四电磁场与电磁波 (7-8节) (1-12周) 新安学堂313 李春华 电信科17-2班,电信科17-3班 98

星期四
就业指导 (7-8节) (11-14周) 新安学堂314 胡桂菊,吕洁瑶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班,化工
(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四
化学反应工程 (7-8节) (1-9周) 新安学堂314 徐超,孙敏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四就业指导 (7-8节) (2-5周) 新安学堂316 张沙沙,李新旺 2016级物联网,2016级电信科 205
星期四经济法 (7-8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25 付红,周志平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四专业英语 (7-8节) (2-7周) 新安学堂327 陈科,董迎晖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四现代仪器分析 (7-8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四材料工程基础1 (7-8节) (1-6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金属熔焊性能 (7-8节) (7-13周) 新安学堂414 刘飞,钟志宏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四电路与电子技术 (7-8节) (1-16周) 新安学堂416 殷文斐 0003班
星期四数字媒体技术 (7-8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25 曹力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四
数字图像处理及应
用 (7-8节) (6-9周) 新安学堂425 詹曙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四线性代数 (9-10节) (3-9周) 新安学堂213 金建军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
星期四计算方法 (9-11节) (1-5周) 敬亭学堂104 胡敏,李书杰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四生活中的遗传学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4 牛向丽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87
星期四新闻广播英语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116 张瑞玲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6
星期四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18 孙玲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55

星期四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0 李世军

2015级,2016级,2017级机械,2017级信
息,2017级建工,2017级商学,2017级化工,2017
级英语（商务）,2017级广告学,2018级机
械,2018级电气,2018级材料,2018级计信,2018
级土木,2018级化学,2018级管理,2018级外
语,2018级资环,2018级经济,2018级广告学 35

星期四英语记录片视听说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2 刘伟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42
星期四中国佛教文化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4 孙其标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57
星期四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6 吴平平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46

星期四
英语视听说-电影赏

析 (9-11节) (3-10周) 敬亭学堂228 张洁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79
星期四土力学B (9-11节) (1-2,5-12周)新安学堂103 许小燕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四英语（二） (9-11节) (2-10周) 新安学堂106 张弘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
星期四英语（四） (9-11节) (2-10周) 新安学堂107 沈永杰 2014级,2015级,2016级
星期四英汉翻译技巧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15 张文慧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39
星期四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16 刘维娜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30
星期四西方电影赏析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0 陈路林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0

星期四

素描技法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221 王宜川

2017级机械,2017级信息,2017级建工,2017级
商学,2017级化工,2017级英语（商务）,2017
级法学,2018级机械,2018级电气,2018级材
料,2018级计信,2018级土木,2018级化学,2018
级管理,2018级外语,2018级资环,2018级经
济,2018级法学 153

星期四
大学生KAB创业基

础教育 (9-11节) (4-11周) 新安学堂311（18级晚自习教室）夏群 2017级,2018级 30
星期四大学物理B(1) (9-11节) (1-11周) 新安学堂316 潘刚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 0



星期四中国海洋周边关系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17 王建 2014级,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11
星期四美国历史与文化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336 翟群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37
星期四英汉翻译技巧 (9-11节) (3-10周) 新安学堂416 张小曼 2015级,2016级,2017级,2018级 69

星期五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27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1班 49

星期五
制冷空调课程设计 (1-10节) (1-2周) 新安学堂233

江斌,刘向农,吴
昊(机汽) 能源15-2班 47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物流管理17-1班,
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8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物流管理17-1班,
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26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物流管理17-1班,
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29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物流管理17-1班,
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45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1-2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物流管理17-1班,
物流管理17-2班,物流管理17-3班 18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403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
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1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48

星期五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4 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2
星期五英语（四） (1-2节) (1-10周) 机房416 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4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02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英语（三） (1-2节) (1-10周) 机房509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3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机房510 胡安琳,刘维娜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五数字逻辑电路A (1-2节) (4-16周) 敬亭学堂102 王昱洁,樊春晓 电信科17-3班 48
星期五军事理论 (1-2节) (10-15周) 敬亭学堂103 孙玲 广告学18-2班,法学18-2班 93

星期五
大学物理B(1)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118 潘刚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环境18-1班,环境
18-2班 187

星期五
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君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经济学17-1班,经济学
17-2班 184

星期五工程材料及热处理 (1-2节) (6-12周) 敬亭学堂201 李合琴 过控17-1班,过控17-2班 83



星期五联络口译 (1-2节) (9-16周) 敬亭学堂203 王晓慧 2016级英语（商务） 91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五英语（二）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洪娇娇,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英语（三）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214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18 崔娟娟,杨莹莹

成型18-2班,计算机18-2班,能源化学18-1班,能
源化学18-2班 181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1-2节) (7-10周) 敬亭学堂220 吴玉兰

机械工程18-8班,计算机18-1班,城市地下18-4
班,应用化学18-2班 182

星期五大学语文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成型18-1班,广告学18-1班,法学18-1班 138
星期五国际经济学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卢建锋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五财政学原理 (1-2节) (11-16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五财务管理 (1-2节) (2-8双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五
英语基础写作
（下）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4 王炳华 英语18-2班 31

星期五MATLAB程序设计 (1-2节) (15-18周) 敬亭学堂305 孙浩 2018级能源化学 90
星期五离散数学（1） (1-2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殷剑宏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92

星期五
英语基础写作
（下）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6 林玉鹏 英语18-1班 31

星期五英语交际口语（4） (1-2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Rick E Plautz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五基础英语（4）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汪洋,王晓慧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五新闻学概论 (1-2节) (9-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新平 广告学17-1班 46
星期五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机械工程18-1班 135
星期五高等数学A（2） (1-2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自动化18-1班,自动化18-2班,自动化18-3班 135
星期五大学物理B(1) (1-2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杨晓雨 计算机18-5班,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136
星期五社会学概论 (1-2节) (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范慧君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五
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1-2节) (11-16周) 敬亭学堂402 徐本柱,曹力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五计算方法 (1-2节) (1-6周) 敬亭学堂402 胡敏,李书杰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 99
星期五模拟电子线路A (1-2节) (1-11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98

星期五土力学B (1-2节) (1-2,5-14周)敬亭学堂405 许小燕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五电子技术B (1-2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 95



星期五
大学物理C (1-2节) (2-16双周)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城市地下18-
3班 139

星期五
线性代数 (1-2节) (1-10周) 敬亭学堂422 丁尚文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 136

星期五物理化学C (1-2节) (6-17周) 敬亭学堂430 张永亮,姚鑫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成型17-3班 121
星期五过程设备设计 (1-2节) (5-13周) 新安学堂112 张俊,马培勇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五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1
星期五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2
星期五英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
中国文化概论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环境17-1班,广告学17-2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81

星期五电器与PLC控制 (1-2节) (9-18周) 新安学堂217 李奇越,罗国军 2016级自动化 149
星期五信号分析与处理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225 郁明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五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1-2节) (1-4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五操作系统A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计算机16-3班,计算机16-4班 102
星期五计量经济学 (1-2节) (1-9周) 新安学堂234 王立平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五日语（四） (1-2节) (1-10周) 新安学堂302 张文采 2017级能源化学工程 1
星期五创业管理 (1-2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06 储伊力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五
化学反应工程 (1-2节) (1-9周) 新安学堂314 徐超,孙敏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星期五物流系统规划 (1-2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五
机械装备电气与
PLC技术 (1-2节) (11-16周) 新安学堂327 张雷,钱钧 机械工程16-3班,机械工程16-4班 95

星期五雷达技术 (1-2节) (2-6周) 新安学堂330 周芳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五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
工艺 (1-2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40 鲍智勇 新能源16-1班,新能源16-2班 94

星期五电机及拖动基础 (1-2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五
施工组织设计 (1-2节) (1-6周) 新安学堂413 张琳琳

土木(道桥)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
(城市地下)16-2班 125

星期五
锻造工艺及模具设
计 (1-2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14 聂爱琴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五铸造工艺学 (1-2节) (1-4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应用化学17-
2班,广告学17-1班 19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应用化学17-
2班,广告学17-1班 10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应用化学17-
2班,广告学17-1班 29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应用化学17-
2班,广告学17-1班 38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3-4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机械工程17-1班,机械工程17-2班,应用化学17-
2班,广告学17-1班 19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403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五
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1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50

星期五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4 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5
星期五英语（四） (3-4节) (1-10周) 机房416 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9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02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3
星期五英语（三） (3-4节) (1-10周) 机房509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4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机房510 胡安琳,刘维娜 2018级过控 43
星期五物理化学D (3-4节) (5-16周) 敬亭学堂101 倪刚,孙逊 2017级环境 86
星期五经济法学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102 汪永福 2017级法学 93
星期五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118 潘刚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电信科18-3班 141
星期五高等数学B（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201 金建军 环境18-1班,环境18-2班 91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工程地质 (3-4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5 罗雷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 90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五英语（二）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洪娇娇,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7
星期五英语（三）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214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4
星期五大学语文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城市地下18-1班,应用化学18-1班 92
星期五美国文学 (3-4节) (2-17周) 敬亭学堂230 林玉鹏 英语(商务)16-2班 30
星期五理论力学B (3-4节) (1-14周) 敬亭学堂301 黄文锋,盛宏玉 城市地下18-3班,城市地下18-4班 92
星期五国际经济学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2 卢建锋 2017级国贸 87



星期五财政学原理 (3-4节) (11-16周) 敬亭学堂303 陆燕春,胡东兰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五MATLAB程序设计 (3-4节) (15-18周) 敬亭学堂305 孙浩 2018级应用化学 91
星期五离散数学（1） (3-4节) (1-8周) 敬亭学堂305 殷剑宏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 92
星期五英语交际口语（4） (3-4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Rick E Plautz 英语（商务）17-2班 31
星期五企业会计学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雷西洋,刘春丽 经济学18-1班 45

星期五
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3-4节) (11-16周) 敬亭学堂316 徐本柱,曹力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五计算方法 (3-4节) (1-6周) 敬亭学堂316 胡敏,李书杰 计算机17-1班,计算机17-2班,计算机17-3班 149
星期五新闻学概论 (3-4节) (9-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新平 广告学17-2班 46
星期五数值分析 (3-4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21 董学平,殷礼胜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五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计算机18-1班 142

星期五
圣经故事与西方文
化 (3-4节) (9-16周) 敬亭学堂323 安晶晶（宣城） 英语18-1班,英语18-2班,英语18-3班 93

星期五材料科学基础3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26（18级晚自习教室）陈文娟,鲍智勇 新能源17-2班 45

星期五
高等数学A（2） (3-4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8 陈德柱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 135

星期五大学物理B(1) (3-4节) (1-12周) 敬亭学堂330 杨晓雨 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 139
星期五土力学B (3-4节) (1-2,5-14周)敬亭学堂405 许小燕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五电子技术B (3-4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3班,机械工程17-4班 93

星期五大学物理C (3-4节) (1-15单周)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能源化学18-1班,能源化学18-2班,物流管理18-
1班 137

星期五线性代数 (3-4节) (1-10周) 敬亭学堂422 丁尚文 机械工程18-1班,机械工程18-8班 91

星期五大学物理实验
（下） (3-4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应用化学17-1班 41

星期五就业指导 (3-4节) (13-16周) 新安学堂112 朱衍飞,孙怡芳 2016级过控 137
星期五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

城市立交与道路设
计 (3-4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朱朝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五
工程结构抗震 (3-4节) (4-11周) 新安学堂206

陈丽华(土木),宋
满荣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五
地下空间规划与设
计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207 姚华彦,刘笑显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五英语（四）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
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计算机17-4班,计算机17-5班,能源化学工程17-
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182

星期五中国文化概论 (3-4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成型17-1班,成型17-2班,英语(商务)17-1班 111
星期五运动控制系统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225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1班,自动化16-2班 99
星期五信号分析与处理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226 郁明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五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
理 (3-4节) (1-4周) 新安学堂230 朱付彪 2016级经济学 94

星期五操作系统A (3-4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计算机16-1班,计算机16-2班 100
星期五计量经济学 (3-4节) (1-9周) 新安学堂234 王立平 2016级国贸 90
星期五日语（二） (3-4节) (1-10周) 新安学堂302 张文采 2017级物流管理 2
星期五创业管理 (3-4节) (10-17周) 新安学堂306 储伊力 物流管理16-3班 43

星期五
大学生心理健康 (3-4节) (13-18周) 新安学堂316 程玉风

经济学18-1班,经济学18-2班,国贸18-1班,国贸
18-2班 186

星期五纳米材料学 (3-4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汪嘉恒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五
机械装备电气与
PLC技术 (3-4节) (11-16周) 新安学堂324 张雷,钱钧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五物流系统规划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325 冯志芳 物流管理16-1班,物流管理16-2班 89
星期五集成电路设计 (3-4节) (3-9周) 新安学堂331 郎文辉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五化学反应工程 (3-4节) (1-9周) 新安学堂339 徐超,孙敏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五现代仪器分析 (3-4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能源化学工程17-1班,能源化学工程17-2班 83

星期五
就业指导 (3-4节) (9-12周) 新安学堂413 郭州平

土木(道桥)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
(城市地下)16-2班 125

星期五就业指导 (3-4节) (11-14周) 新安学堂414 杨风云,张迪 2016级成型 138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成型17-1班,计算机17-1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4

星期五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成型17-1班,计算机17-1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20

星期五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陈利

成型17-1班,计算机17-1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38

星期五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成型17-1班,计算机17-1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30



星期五
大学体育（4） (5-6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成型17-1班,计算机17-1班,法学17-1班,法学
17-2班 15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403 邓英,唐璐 2018级过控 48

星期五
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1

刘洋（外语）,陈
路林 2017级过控 44

星期五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4 黄贵,沈永杰 2017级过控 41
星期五英语（四） (5-6节) (1-10周) 机房416 鲁晓红,张洁 2017级过控 45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02 李俊,吴平平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五英语（三） (5-6节) (1-10周) 机房509 唐璐,张弘 2018级机械工程 45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机房510 胡安琳,洪娇娇 2018级过控 46
星期五数字逻辑电路A (5-6节) (4-16周) 敬亭学堂102 王昱洁,樊春晓 电信科17-1班,电信科17-2班 98
星期五军事理论 (5-6节) (10-15周) 敬亭学堂103 孙玲 广告学18-1班,法学18-1班 92
星期五理论力学C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105 黄文锋 2018级环境 91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5-6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8 崔健,黄冬冬

机械工程18-5班,机械工程18-6班,机械工程18-
7班,城市地下18-1班 182

星期五
中国文化概论 (5-6节) (11-16周) 敬亭学堂120 陈君

土木17-1班,土木17-2班,国贸17-1班,国贸17-2
班 177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4 翟群,孟静 2018级过控 44
星期五工程地质 (5-6节) (11-18周) 敬亭学堂205 罗雷 土木17-3班,土木17-4班 89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6 孙其标,喻远洋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五英语（二）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07 刘维娜,康雷鸣 2018级过控 45
星期五英语（三）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214 周皓,刘伟 2018级机械工程 46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5-6节) (9-10周) 敬亭学堂220 吴玉兰

过控18-1班,过控18-2班,机械工程18-1班,城市
地下18-2班 181

星期五大学语文　 (5-6节) (1-8周) 敬亭学堂228 祁高飞 物联网18-1班,物联网18-2班,城市地下18-2班 138
星期五财务管理 (5-6节) (1-7单周) 敬亭学堂303 王晓佳 2017级经济学 95

星期五
英语基础写作
（下）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4 王炳华 英语18-3班 31

星期五英语语法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05 汪洋 2017级英语（商务） 92
星期五企业会计学 (5-6节) (1-10周) 敬亭学堂308（18级晚自习教室）雷西洋,刘春丽 经济学18-2班 45
星期五合同法学 (5-6节) (7-18周) 敬亭学堂319（18级晚自习教室）李世军 法学18-2班 46



星期五
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0 李彤

机械工程18-2班,机械工程18-3班,机械工程18-
4班 136

星期五数值分析 (5-6节) (12-19周) 敬亭学堂321 董学平,殷礼胜 自动化17-1班,自动化17-2班 97
星期五高等数学A（2） (5-6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2 陈琳 机械工程18-8班,成型18-1班,成型18-2班 134
星期五社会学概论 (5-6节) (1-9周) 敬亭学堂332（18级晚自习教室）范慧君 广告学18-1班 47
星期五

程序设计艺术与方
法 (5-6节) (11-16周) 敬亭学堂402 徐本柱,曹力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五
计算方法 (5-6节) (1-6周) 敬亭学堂402 胡敏,李书杰 物联网17-1班,物联网17-2班 101

星期五模拟电子线路A (5-6节) (1-11周) 敬亭学堂403
张勇(计算机),翟
琰 电信科17-3班 48

星期五电子技术B (5-6节) (3-12周) 敬亭学堂416 陈湘波,牛海红 机械工程17-5班,机械工程17-6班 94

星期五
大学物理C (5-6节) (1-15单周)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物流管理18-
4班 137

星期五
大学物理C (5-6节) (2-16双周)敬亭学堂420 王春华,张静

城市地下18-4班,应用化学18-1班,应用化学18-
2班 137

星期五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吴本科 成型17-2班 37

星期五大学物理实验
（下） (5-6节) (2-9周)

物理实验室（综
合实验楼二） 孙林 物流管理17-2班 45

星期五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1（18级晚自习教室）张小曼,田键 2017级过控 43
星期五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2（18级晚自习教室）张文慧,苏凌云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沥青混凝土技术 (5-6节) (1-6周) 新安学堂203 朱朝辉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五桥梁工程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03 汪莲,万华平 土木(道桥)16-1班 42
星期五就业指导 (5-6节) (10-13周) 新安学堂206 郭州平,高敏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五砌体结构 (5-6节) (4-9周) 新安学堂206 宋满荣,康谨之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五英语（四） (5-6节) (1-10周) 新安学堂209（18级晚自习教室）张瑞玲,杨德明 2017级过控 46
星期五数据通信与网络 (5-6节) (9-16周) 新安学堂217 李奇越,穆道明 2016级自动化 149
星期五运动控制系统 (5-6节) (1-8周) 新安学堂226 李鑫,谢震 自动化16-3班 50
星期五操作系统A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232 田卫东 2016级物联网 97
星期五真空与薄膜技术 (5-6节) (1-3,6周) 新安学堂321（18级晚自习教室）李小军 无机非15-1班 41

星期五
液压与气压传动 (5-6节) (9-15周) 新安学堂324

胡敏（男）,夏永

胜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 96



星期五精细化工工艺学 (5-6节) (4-8周) 新安学堂339 陈天云,徐超
化工（精细化工）16-1,化工（精细化工）16-
2 89

星期五电机及拖动基础 (5-6节) (1-12周) 新安学堂403 陈志伟,王晓晨 自动化17-3班,自动化17-4班 95
星期五现代仪器分析 (5-6节) (1-8周) 新安学堂407 李有桂,李冰 应用化学17-1班,应用化学17-2班 81
星期五材料工程基础1 (5-6节) (1-5周) 新安学堂414 苏勇 成型16-1班,成型16-2班,成型16-3班 138

星期五
数字图像处理及应
用 (5-6节) (3,6-9周) 新安学堂425 詹曙 2016级电信科 108

星期五广告摄影与摄像 (5-8节) (1-4周) 新安学堂438（专用教室不外借）王宜川 广告学18-2班 47
星期五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郑星超 电信科17-3班,国贸17-1班,国贸17-2班 14
星期五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祝彬彬 电信科17-3班,国贸17-1班,国贸17-2班 14
星期五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刘平 电信科17-3班,国贸17-1班,国贸17-2班 37
星期五大学体育（4） (7-8节) (2-19周) 风雨操场 邹钧人 电信科17-3班,国贸17-1班,国贸17-2班 12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6 徐唱

电信科18-1班,电信科18-2班,物流管理18-1班,
物流管理18-2班,物流管理18-3班 231

星期五
形势与政策（2） (7-8节) (7-10周) 敬亭学堂118 唐璐瑶

自动化18-3班,新能源18-1班,新能源18-2班,英
语18-1班 171

星期五
大学语文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226 田丹丹

计算机18-3班,计算机18-4班,城市地下18-4班,
物流管理18-4班 184

星期五理论力学B (7-8节) (1-14周) 敬亭学堂301 黄文锋,盛宏玉 城市地下18-1班,城市地下18-2班 93
星期五英语交际口语（4） (7-8节) (2-17周) 敬亭学堂307 Rick E Plautz 英语（商务）17-3班 30
星期五离散数学（1） (7-8节) (1-8周) 敬亭学堂316 殷剑宏 计算机18-1班,计算机18-2班,计算机18-5班 137
星期五英语笔译 (7-8节) (1-16周) 敬亭学堂325（18级晚自习教室）周一萍 英语（商务）17-1班 31

星期五
混凝土结构设计 (7-8节) (1-6周) 新安学堂206

陈丽华(土木),黄
慎江 土木(建工)16-1班,土木(建工)16-2班 70

星期五地下工程结构 (7-8节) (3-6周) 新安学堂207 袁海平,汪亦显 土木(城市地下)16-1班,土木(城市地下)16-2班 83

星期五
就业指导 (7-8节) (13-16周) 新安学堂215 陈君

机械工程16-1班,机械工程16-2班,机械工程16-
3班,机械工程16-4班 191

星期五
中国文化概论 (7-8节) (2-7周) 新安学堂215 檀江林

物流管理17-2班,新能源17-1班,应用化学17-1
班,应用化学17-2班 172

星期五
精细化工工艺学 (7-8节) (4-8周) 新安学堂314 陈天云,徐超

化工（高分子）16-1班,化工（高分子）16-2
班,化工（高分子）16-3班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