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8数学二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2
3 0805022SPSS统计软件★

(3-4节)6-13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7(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5022-

1/18数学二;18数学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68/选

课人数:69/考试/无/理论

: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分

:2

0503002市场营销学★
(3-5节)2-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6阶/于超,姚富贵

/(2021-2022-1)-0503002-

2/18数学二;18数学一/选修

专业/教学班人数:68/选课人

数:69/考查/无/理论:33/周学

时:3/总学时:33/学分:2

0805023科技文献检索★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6阶/陈玉璋/(2021-

2022-1)-0805023-1/18数学二

;18数学一/选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68/选课人数:69/考查

/无/理论:16/周学时:2/总学

时:16/学分:1

4

5

下午

6 0805022SPSS统计软件★
(6-7节)6-13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9(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5022-

1/18数学二;18数学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68/选

课人数:69/考试/无/理论

: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分

: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SPSS软件应用■夏红卫(共2周)/17-18周;   创新创业教育■李森(共2周)/18-19周;   "第二课堂"实践■陶冶(共2周)/18-19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8数学一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2
3 0805022SPSS统计软件★

(3-4节)6-13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7(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5022-

1/18数学二;18数学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68/选

课人数:69/考试/无/理论

: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分

:2

0503002市场营销学★
(3-5节)2-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6阶/于超,姚富贵

/(2021-2022-1)-0503002-

2/18数学二;18数学一/选修

专业/教学班人数:68/选课人

数:69/考查/无/理论:33/周学

时:3/总学时:33/学分:2

0805023科技文献检索★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6阶/陈玉璋/(2021-

2022-1)-0805023-1/18数学二

;18数学一/选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68/选课人数:69/考查

/无/理论:16/周学时:2/总学

时:16/学分:1

4

5

下午

6 0805022SPSS统计软件★
(6-7节)6-13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9(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5022-

1/18数学二;18数学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68/选

课人数:69/考试/无/理论

: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分

: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SPSS软件应用■夏红卫(共2周)/17-18周;   创新创业教育■李森(共2周)/18-19周;   "第二课堂"实践■陶冶(共2周)/18-19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8统计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6022统计预测与决策

★
(1-2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7(数理)/任雪静

/(2021-2022-1)-0806022-

1/18统计/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37/选课人数:37/考查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2

3 0806014运筹学★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307阶/李森/(2021-

2022-1)-0806014-1/18统计/选

修专业/教学班人数:37/选课

人数:37/考查/无/理论:32/周

学时:2/总学时:32/学分:2

0806026数据挖掘★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6阶/刘峻辰/(2021-

2022-1)-0806026-1/18统计/选

修专业/教学班人数:37/选课

人数:37/考查/无/理论:32/周

学时:2/总学时:32/学分:2

0806025科技文献检索★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6阶/陈玉璋/(2021-

2022-1)-0806025-1/18统计/选

修专业/教学班人数:37/选课

人数:37/考查/无/理论:16/周

学时:2/总学时:16/学分:1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创新创业教育■李森(共2周)/18-19周;   "第二课堂"实践■陶冶(共2周)/18-19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9数学二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5017计量经济学★
(1-2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5017-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4/总学

时:48/学分:3

2

3 0805031计算方法★
(3-5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506阶/李森/(2021-

2022-1)-0805031-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32,实验:16/周学时

: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16实变函数★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1阶/陈玉璋/(2021-

2022-1)-0805016-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0805030数学建模★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7阶/李森/(2021-

2022-1)-0805030-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查

/无/理论:28,实验:20/周学时

: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17计量经济学★
(3-4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5017-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4/总学

时:48/学分:3

4

5

下午

6 0502207管理学原理★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7多/马静卿/(2021-

2022-1)-0502207-2/19数学二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34/选课人数:34/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0501203货币金融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2多/蔡志敏/(2021-

2022-1)-0501203-2/19数学二

/选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34/选课人数:34/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9数学一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5017计量经济学★
(1-2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5017-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4/总学

时:48/学分:3

2

3 0805031计算方法★
(3-5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506阶/李森/(2021-

2022-1)-0805031-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32,实验:16/周学时

: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16实变函数★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1阶/陈玉璋/(2021-

2022-1)-0805016-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0805030数学建模★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7阶/李森/(2021-

2022-1)-0805030-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查

/无/理论:28,实验:20/周学时

: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17计量经济学★
(3-4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5017-1/19数学二

;19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3/选课人数:73/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4/总学

时:48/学分:3

4

5

下午

6 0501203货币金融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4多/蔡志敏/(2021-

2022-1)-0501203-1/19数学一

/选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39/选课人数:39/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0502207管理学原理★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504多/马静卿/(2021-

2022-1)-0502207-1/19数学一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39/选课人数:39/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9统计二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2
3 0806032计量经济学★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6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6032-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0806017应用回归分析★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6阶/钱峰/(2021-

2022-1)-0806017-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学分:3

0806024抽样调查★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7阶/王君甫/(2021-

2022-1)-0806024-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16,实验:16/周学时

:4/总学时:32/学分:2

0806018统计计算与应用

软件★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7(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6018-

1/19统计二;19统计一/必修

专业/教学班人数:75/选课人

数:75/考查/无/理论:48/周学

时:3/总学时:48/学分:3

4

5

下午

6 0806013非参数统计★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4多/陈玉璋/(2021-

2022-1)-0806013-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

试/无/理论:32/周学时:2/总

学时:32/学分:2

0806024抽样调查★
(6-7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7阶/王君甫/(2021-

2022-1)-0806024-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16,实验:16/周学时

:4/总学时:32/学分: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统计软件应用(Q)■夏红卫(共3周)/17-19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19统计一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2
3 0806032计量经济学★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6阶/王献东/(2021-

2022-1)-0806032-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0806017应用回归分析★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6阶/钱峰/(2021-

2022-1)-0806017-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学分:3

0806024抽样调查★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7阶/王君甫/(2021-

2022-1)-0806024-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16,实验:16/周学时

:4/总学时:32/学分:2

0806018统计计算与应用

软件★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207(数理)/夏红卫

/(2021-2022-1)-0806018-

1/19统计二;19统计一/必修

专业/教学班人数:75/选课人

数:75/考查/无/理论:48/周学

时:3/总学时:48/学分:3

4

5

下午

6 0806013非参数统计★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4多/陈玉璋/(2021-

2022-1)-0806013-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

试/无/理论:32/周学时:2/总

学时:32/学分:2

0806024抽样调查★
(6-7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A207阶/王君甫/(2021-

2022-1)-0806024-1/19统计二

;19统计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5/选课人数:75/考试

/无/理论:16,实验:16/周学时

:4/总学时:32/学分: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统计软件应用(Q)■夏红卫(共3周)/17-19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大数据课表 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300003数据结构★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5多/唐土生/(2021-

2022-1)-0300003-7/20大数据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48,实验:16/周学时:4/总学

时:64/学分:4

0300003数据结构★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5多/唐土生/(2021-

2022-1)-0300003-7/20大数据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48,实验:16/周学时:4/总学

时:64/学分:4

2

3 0808011离散数学★
(3-4节)5-12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1阶/沈玉乔/(2021-

2022-1)-0808011-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

分:2

0808009概率论★
(3-4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8009-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48/周学时:4/总学时:48/学

分:3

0808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8005-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4/周学时:4/总学时:64/学

分:4

0808011离散数学★
(3-4节)5-12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1阶/沈玉乔/(2021-

2022-1)-0808011-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32/周学时:4/总学时:32/学

分:2

0808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8005-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4/周学时:4/总学时:64/学

分:4

4

5

下午

6 100201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6-8节)1-8周,10-17周/辽河

路校区 天璇B202阶/赵菲菲

/(2021-2022-1)-1002013-

24/20大数据;20自二;20自三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118/选课人数:118/考查/无

/理论:48/周学时:3/总学时

:48/学分:3

20级体育III（板块）(板

块)20级体育III（板块

）(板块)

0802004大学物理B(下)★
(6-8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尹晓蕾/(2021-

2022-1)-0802004-10/20大数

据;20统计二;20物联网三/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120/选

课人数:121/考查/无/理论

:39/周学时:3/总学时:39/学分

:2.5

0808009概率论★
(6-7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8009-1/20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48/周学时:4/总学时:48/学

分:3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Ⅲ★杜珊珊(共2周)/1-2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数学二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5009概率论★
(1-2节)3-14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09-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5014复变函数★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14-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查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2

3 100201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赵菲菲/(2021-

2022-1)-1002013-26/20数学

二;20数学一;20土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4/选课人

数:114/考查/无/理论:48/周

学时: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05数学分析III★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6多/黄朝凌/(2021-

2022-1)-0805005-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5009概率论★
(3-4节)3-14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09-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2004大学物理B(下)★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6阶/姚茵/(2021-

2022-1)-0802004-9/20数学二

;20数学一;20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22/选课人

数:123/考查/无/理论:39/周

学时:3/总学时:39/学分:2.5

0805005数学分析III★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6多/黄朝凌/(2021-

2022-1)-0805005-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4

5

下午

6 0805011西方经济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3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1-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20级体育III（板块）(板

块)20级体育III（板块

）(板块)

0805011西方经济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3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1-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5012金融市场学★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2-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3/总

学时:48/学分:3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Python与金融计算（Q）■李森(共3周)/17-19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Ⅲ★杜珊珊(共2周)/1-2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数学一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5009概率论★
(1-2节)3-14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09-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5014复变函数★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14-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查

/无/理论:32/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

2

3 100201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赵菲菲/(2021-

2022-1)-1002013-26/20数学

二;20数学一;20土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4/选课人

数:114/考查/无/理论:48/周

学时:3/总学时:48/学分:3

0805005数学分析III★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6多/黄朝凌/(2021-

2022-1)-0805005-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5009概率论★
(3-4节)3-14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荆江雁/(2021-

2022-1)-0805009-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2004大学物理B(下)★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6阶/姚茵/(2021-

2022-1)-0802004-9/20数学二

;20数学一;20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22/选课人

数:123/考查/无/理论:39/周

学时:3/总学时:39/学分:2.5

0805005数学分析III★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206多/黄朝凌/(2021-

2022-1)-0805005-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4

5

下午

6 0805011西方经济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3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1-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20级体育III（板块）(板

块)20级体育III（板块

）(板块)

0805011西方经济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3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1-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5012金融市场学★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5多/李鹤/(2021-

2022-1)-0805012-1/20数学二

;20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3/选课人数:83/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3/总

学时:48/学分:3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Python与金融计算（Q）■李森(共3周)/17-19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Ⅲ★杜珊珊(共2周)/1-2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统计二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6011西方经济学★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范新华/(2021-

2022-1)-0806011-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6011西方经济学★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范新华/(2021-

2022-1)-0806011-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2

3 100201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孟舒雅/(2021-

2022-1)-1002013-17/20通信

;20统计二;20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9/选课人

数:121/考查/无/理论:48/周

学时:3/总学时:48/学分:3

0806009概率论★
(3-4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6009-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6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6005-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6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6005-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4

5

下午

6 20级体育III（板块）(板

块)20级体育III（板块

）(板块)

0802004大学物理B(下)★
(6-8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尹晓蕾/(2021-

2022-1)-0802004-10/20大数

据;20统计二;20物联网三/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120/选

课人数:121/考查/无/理论

:39/周学时:3/总学时:39/学分

:2.5

0806009概率论★
(6-7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6009-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EXCEL与统计计算■胡学荣(共3周)/17-19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Ⅲ★杜珊珊(共2周)/1-2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统计一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6011西方经济学★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范新华/(2021-

2022-1)-0806011-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6011西方经济学★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105多/范新华/(2021-

2022-1)-0806011-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2

3 100201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孟舒雅/(2021-

2022-1)-1002013-17/20通信

;20统计二;20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9/选课人

数:121/考查/无/理论:48/周

学时:3/总学时:48/学分:3

0806009概率论★
(3-4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6009-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0806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6005-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0802004大学物理B(下)★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6阶/姚茵/(2021-

2022-1)-0802004-9/20数学二

;20数学一;20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22/选课人

数:123/考查/无/理论:39/周

学时:3/总学时:39/学分:2.5

0806005数学分析III★
(3-4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1阶/郭丽敏/(2021-

2022-1)-0806005-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64/周学时:4/总

学时:64/学分:4

4

5

下午

6 20级体育III（板块）(板

块)20级体育III（板块

）(板块)

0806009概率论★
(6-7节)7-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7阶/荆江雁/(2021-

2022-1)-0806009-1/20统计二

;20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81/考

试/无/理论:48/周学时:4/总

学时:48/学分:3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EXCEL与统计计算■胡学荣(共3周)/17-19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Ⅲ★杜珊珊(共2周)/1-2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1大数据课表 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300002程序设计基础★
(1-2节)4-19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408机/徐则中/(2021-

2022-1)-0300002-3/21大数据

;21人工智能/必修专业基础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80/选

课人数:81/考试/无/理论

:40,实验:24/周学时:4/总学时

:64/学分:4

0604001大学英语A(I)★
(1-2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杨柳(大)/(2021-

2022-1)-0604001-11/21大数

据;21物管二/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68/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8029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8029-1/21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0/周学时:4/总学时:60/学

分:4

0808027专业导学★
(1-2节)4-7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A504多/徐乐/(2021-2022-

1)-0808027-1/21大数据/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0/选课人

数:41/考查/无/理论:8/周学

时:2/总学时:8/学分:0.5

0808028大学生劳动教育

★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2多/刘峻辰/(2021-

2022-1)-0808028-1/21大数据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2

3 0701002大学人文基础

B★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107多/汪禄应/(2021-

2022-1)-0701002-4/21大数据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0808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8003-1/21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0/周学时:4/总学时:60/学

分:4

0300002程序设计基础★
(3-4节)4-19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408机/徐则中/(2021-

2022-1)-0300002-3/21大数据

;21人工智能/必修专业基础

,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80/选

课人数:81/考试/无/理论

:40,实验:24/周学时:4/总学时

:64/学分:4

0808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8003-1/21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0/周学时:4/总学时:60/学

分:4

1001021思想道德与法治

★
(3-5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沈伟民/(2021-

2022-1)-1001021-39/21大数

据;21通信/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80/选课人数:81/考查

/无/理论:45/周学时:3/总学

时:45/学分:3

4

5

下午

6 0808029高等代数I★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8029-1/21大数据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0/选课人数:41/考试/无/理

论:60/周学时:4/总学时:60/学

分:4

1101010体育Ⅰ★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未排地点/黄正/(2021-2022-

1)-1101010-53/21大数据/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0/选课

人数:40/考试/21大数据/理论

: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分

:0.75

0604001大学英语A(I)★
(6-8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杨柳(大)/(2021-

2022-1)-0604001-11/21大数

据;21物管二/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68/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7

8 0000006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000006-26/21大数

据;21数学二;21数学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1/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000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陶冶/(2021-

2022-1)-0000004-23/21大数

据;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0/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军训■杜珊珊(共2周)/2-3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Ⅰ★陶冶(共2周)/4-5周;   大学生安全教育★王鲲鹏(共8周)/4-11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1数学二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5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3多/王君甫/(2021-

2022-1)-0805006-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701002大学人文基础

B★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209多/汪禄应/(2021-

2022-1)-0701002-5/21数学二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0604001大学英语A(I)★
(1-2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3多/杨娟/(2021-

2022-1)-0604001-12/21数学

二;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5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3多/王君甫/(2021-

2022-1)-0805006-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2

3 000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3-4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5阶/李荣斌/(2021-

2022-1)-0000004-26/21人工

智能;21数学二;21数学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

课人数:110/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0604001大学英语A(I)★
(3-5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3多/杨娟/(2021-

2022-1)-0604001-12/21数学

二;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5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805003-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805039大学生劳动教育

★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306阶/李梦怡/(2021-

2022-1)-0805039-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2

1001021思想道德与法治

★
(3-5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丁枫/(2021-

2022-1)-1001021-7/21数学二

;21数学一;21物管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98/选课人数

:98/考查/无/理论:45/周学时

:3/总学时:45/学分:3

4

5

下午

6 1101010体育Ⅰ★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未排地点/朱建国/(2021-

2022-1)-1101010-55/21数学

二/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试/21数

学二/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0.75

0805038专业导学★
(6-7节)4-7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B403多/陈超群/(2021-

2022-1)-0805038-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8/周学时:2/总学时

:8/学分:0.5

0805008解析几何★
(6-8节)4-14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高枫/(2021-

2022-1)-0805008-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查/无/理论:33/周学时:3/总

学时:33/学分:2

0805003数学分析I★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805003-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7

8 0000006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000006-26/21大数

据;21数学二;21数学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1/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军训■杜珊珊(共2周)/2-3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Ⅰ★陶冶(共2周)/4-5周;   大学生安全教育★王鲲鹏(共8周)/4-11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1数学一课表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701002大学人文基础

B★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107多/汪禄应/(2021-

2022-1)-0701002-6/21数学一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0805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3多/王君甫/(2021-

2022-1)-0805006-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604001大学英语A(I)★
(1-2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3多/杨娟/(2021-

2022-1)-0604001-12/21数学

二;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5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3多/王君甫/(2021-

2022-1)-0805006-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2

3 000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3-4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5阶/李荣斌/(2021-

2022-1)-0000004-26/21人工

智能;21数学二;21数学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

课人数:110/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0604001大学英语A(I)★
(3-5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3多/杨娟/(2021-

2022-1)-0604001-12/21数学

二;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5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805003-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805039大学生劳动教育

★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306阶/李梦怡/(2021-

2022-1)-0805039-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2

1001021思想道德与法治

★
(3-5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丁枫/(2021-

2022-1)-1001021-7/21数学二

;21数学一;21物管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98/选课人数

:98/考查/无/理论:45/周学时

:3/总学时:45/学分:3

4

5

下午

6 0805038专业导学★
(6-7节)4-7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B403多/陈超群/(2021-

2022-1)-0805038-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8/周学时:2/总学时

:8/学分:0.5

0805008解析几何★
(6-8节)4-14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高枫/(2021-

2022-1)-0805008-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查/无/理论:33/周学时:3/总

学时:33/学分:2

0805003数学分析I★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805003-1/21数学二

;21数学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7

8 0000006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2阶/陈超群/(2021-

2022-1)-0000006-26/21大数

据;21数学二;21数学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1/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1101010体育Ⅰ★
(8-9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未排地点/朱建国/(2021-

2022-1)-1101010-54/21数学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试/21数

学一/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0.75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军训■杜珊珊(共2周)/2-3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Ⅰ★陶冶(共2周)/4-5周;   大学生安全教育★王鲲鹏(共8周)/4-11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1统计二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701002大学人文基础

B★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209多/汪禄应/(2021-

2022-1)-0701002-7/21统计二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0806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600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604001大学英语A(I)★
(1-2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7阶/黄炎秋/(2021-

2022-1)-0604001-13/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9/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2

3 0604001大学英语A(I)★
(3-5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7阶/黄炎秋/(2021-

2022-1)-0604001-13/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9/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6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6003-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806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6003-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806008解析几何★
(3-5节)4-14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6阶/黄星/(2021-

2022-1)-0806008-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查/无/理论:33/周学时:3/总

学时:33/学分:2

4

5

下午

6 0806006高等代数I★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600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000006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6-7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505多/郦江妍/(2021-

2022-1)-0000006-25/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16/周学时:2/总学

时:16/学分:1

1001021思想道德与法治

★
(6-8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2阶/夏天静/(2021-

2022-1)-1001021-6/21建一

;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95/选课人数

:95/考查/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5/学分:3

7

8 0806037大学生劳动教育

★
(8-9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王春祥/(2021-

2022-1)-0806037-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2

1101010体育Ⅰ★
(8-9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未排地点/黄正/(2021-2022-

1)-1101010-52/21统计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5/选课

人数:35/考试/21统计二/理论

: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分

:0.75

000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陶冶/(2021-

2022-1)-0000004-23/21大数

据;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0/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0806036专业导学★
(8-9节)4-7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A305多/王春祥/(2021-

2022-1)-080603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8/周学时:2/总学时

:8/学分:0.5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军训■杜珊珊(共2周)/2-3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Ⅰ★陶冶(共2周)/4-5周;   大学生安全教育★王鲲鹏(共8周)/4-11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1统计一课表 专业：应用统计学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0806006高等代数I★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600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604001大学英语A(I)★
(1-2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7阶/黄炎秋/(2021-

2022-1)-0604001-13/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9/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1101010体育Ⅰ★
(1-2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未排地点/宋加文/(2021-

2022-1)-1101010-51/21统计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试/21统

计一/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0.75

2

3 0604001大学英语A(I)★
(3-5节)4-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7阶/黄炎秋/(2021-

2022-1)-0604001-13/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69/考试

/无/理论:65/周学时:5/总学

时:65/学分:4

0806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6003-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701002大学人文基础

B★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汪禄应/(2021-

2022-1)-0701002-8/21统计一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5/选课人数:35/考查/无/理

论:30/周学时:2/总学时:30/学

分:2

0806003数学分析I★
(3-4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4阶/王春祥/(2021-

2022-1)-0806003-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806008解析几何★
(3-5节)4-14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6阶/黄星/(2021-

2022-1)-0806008-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查/无/理论:33/周学时:3/总

学时:33/学分:2

4

5

下午

6 0806006高等代数I★
(6-7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6阶/任雪静/(2021-

2022-1)-080600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

试/无/理论:60/周学时:4/总

学时:60/学分:4

0000006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6-7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505多/郦江妍/(2021-

2022-1)-0000006-25/21统计

二;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16/周学时:2/总学

时:16/学分:1

1001021思想道德与法治

★
(6-8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2阶/夏天静/(2021-

2022-1)-1001021-6/21建一

;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95/选课人数

:95/考查/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5/学分:3

7

8 0806037大学生劳动教育

★
(8-9节)4-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5多/王春祥/(2021-

2022-1)-0806037-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30/周学时:2/总学

时:30/学分:2

000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8-9节)4-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陶冶/(2021-

2022-1)-0000004-23/21大数

据;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10/选课

人数:110/考查/无/理论

:16/周学时:2/总学时:16/学分

:1

0806036专业导学★
(8-9节)4-7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A305多/王春祥/(2021-

2022-1)-0806036-1/21统计二

;21统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70/选课人数:70/考查

/无/理论:8/周学时:2/总学时

:8/学分:0.5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军训■杜珊珊(共2周)/2-3周;

其它课程：形势与政策Ⅰ★周全法(共2周)/4-5周;   大学生安全教育★王鲲鹏(共8周)/4-11周;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1-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