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许定亮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1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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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11阶/(2021-2022-2)-

0801002-18/21计二;21计一

;21物管一;21物联网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8/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2周,15-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

2022-2)-0801002-17/21信二

;21信三;21信四;21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9/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2周,15-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

2022-2)-0801002-17/21信二

;21信三;21信四;21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9/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11阶/(2021-2022-2)-

0801002-18/21计二;21计一

;21物管一;21物联网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8/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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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忠英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7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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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3多/(2021-2022-2)-

0801002-12/21车辆二;21车辆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1阶/(2021-2022-2)-

0801002-13/21城工二;21城工

一;21人工智能/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90/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90/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3多/(2021-2022-2)-

0801002-12/21车辆二;21车辆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3多/(2021-2022-2)-

0801002-13/21城工二;21城工

一;21人工智能/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90/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90/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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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陈荣军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3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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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1阶/(2021-2022-2)-

0801006-1/20管二;20管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7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75/考查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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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丁仲明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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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
(1-2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B403多/(2021-

2022-2)-0801008-16/21电六

;21电五/必修专业基础/教学

班人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69/考查/无/理论:32/周

学时:2/总学时:32

线性代数★
(1-2节)1-10周,13-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

2022-2)-0801008-5/21测控二

;21测控三;21测控一/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119/板

块名称:无/选课人数:119/考

查/无/理论:32/周学时:2/总

学时:32

线性代数★
(1-2节)1-4周,7-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B214阶/(2021-

2022-2)-0801008-15/21电二

;21电三;21电四;21电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143/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143/考查/无/理论:32/周学

时:2/总学时:32

2

3 工程数学★
(3-5节)1-8周,10-17周/辽河

路校区 天璇A402多/(2021-

2022-2)-0801009-1/20机务/必

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36/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36/考查/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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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高枫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85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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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2022-2)-

0801002-6/21成型二;21成型

三;21成型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0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07/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2021-2022-2)-

0801002-7/21机务一;21通信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8/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2021-2022-2)-

0801002-7/21机务一;21通信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8/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玑B307多/(2021-2022-2)-

0801002-6/21成型二;21成型

三;21成型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0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07/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毕业论文■高枫(共12周)/5-16周/(2021-2022-2)-0805606-1/18数学二;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志芳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8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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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4周,7-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B211阶/(2021-

2022-2)-0801002-20/21电二

;21电三;21电四;21电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43/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43/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2

3 高等代数I★
(3-5节)3-18周/巫山路校区

4#216多/(2021-2022-2)-

0821011-1/21小教二;21小教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57/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57/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高等数学A(下)★
(3-5节)1-4周,7-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B211阶/(2021-

2022-2)-0801002-20/21电二

;21电三;21电四;21电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43/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43/考试

/无/理论:80/周学时:5/总学

时:80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数学思想史★
(11-13节)3-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7阶/(2021-2022-2)-

09000029GX-1/无/公共选修

/教学班人数:30/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0/考查/教室授课

公选课/理论:30/周学时:3/总

学时:30

12

13

14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荆江雁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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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A505多/(2021-

2022-2)-0801002-8/21光电

;21信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2/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概率论★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1007-2/21软件二;21软件

三;21软件四/必修专业基础

/教学班人数:114/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114/考查/无

/理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A505多/(2021-

2022-2)-0801002-8/21光电

;21信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2/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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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邓理进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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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1002-1/21工管;21能源二

;21能源三;21能源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44/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44/考试/无

/理论:80/周学时:5/总学时:80

线性代数★
(1-2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A105多/(2021-

2022-2)-0801008-4/21光电

;21信五/必修专业基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82/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82/考查/无

/理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1002-1/21工管;21能源二

;21能源三;21能源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44/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44/考试/无

/理论: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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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胡学荣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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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数论★

(3-5节)1-8周,11-18周/巫山

路校区 2#107多/(2021-2022-

2)-0821014-1/20小教二;20小

教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90/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90/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MATLAB与统计实验■胡学荣(共3周)/17-19周/(2021-2022-2)-0806602-1/21统计二;21统计一;   统计分析与数学建模(Q)■胡学荣(共3周)/17-19周/(2021-2022-2)-0806609-1/20统计二
;20统计一;   金融数据分析与数学建模（Q）■胡学荣(共3周)/17-19周/(2021-2022-2)-0805610-1/20数学二;20数学一;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陶永祥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8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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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11阶/(2021-2022-2)-

0801002-9/21机二;21机三

;21机四;21机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49/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48/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11阶/(2021-2022-2)-

0801002-9/21机二;21机三

;21机四;21机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49/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48/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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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冯艳青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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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0周,13-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

2022-2)-0801002-4/21测控二

;21测控三;21测控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19/考试/无

/理论:80/周学时:5/总学时:80

2

3 常微分方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5(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5037-2/20数学一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41/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0周,13-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

2022-2)-0801002-4/21测控二

;21测控三;21测控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19/考试/无

/理论:80/周学时:5/总学时:80

常微分方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10(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5037-1/20数学二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4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42/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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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范新华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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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析II★
(1-2节)3-18周/巫山路校区

2#209多/(2021-2022-2)-

0821023-1/21小教二;21小教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57/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57/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2

3 运筹学★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502多/(2021-2022-2)-

0821002-1/20工管/必修专业

基础/教学班人数:34/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4/考试/无

/理论:39/周学时:3/总学时:39

数学分析II★
(3-4节)3-18周/巫山路校区

2#209多/(2021-2022-2)-

0821023-1/21小教二;21小教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57/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57/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社会调查与实践■范新华(共4周)/1-4周/(2021-2022-2)-0806601-1/18统计;   社会调查与实践■范新华(共4周)/1-4周/(2021-2022-2)-0805601-1/18数学二;18数学一;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高波64(大)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86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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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5多/(2021-2022-2)-

0801002-5/21土二;21土三

;21土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8/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5多/(2021-2022-2)-

0801002-5/21土二;21土三

;21土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8/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线性代数★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B208(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1008-8/20商务二

;20商务一/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75/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75/考查/无/理论

:32/周学时:2/总学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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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冯庆红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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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2-2/21财二;21财一

;21贸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12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

数:121/考试/无/理论:80/周

学时: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2-3/21贸二;21商务二

;21商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16/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16/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2-3/21贸二;21商务二

;21商务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16/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16/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2-2/21财二;21财一

;21贸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12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

数:121/考试/无/理论:80/周

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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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献东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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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程★
(1-2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5多/(2021-2022-2)-

0806021-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4/总学时:48

随机过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5多/(2021-2022-2)-

0805024-1/19数学二;19数学

一/选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2

3 金融数学★
(3-5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5多/(2021-2022-2)-

0805032-1/19数学二;19数学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金融工程★
(3-4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5多/(2021-2022-2)-

0806021-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4/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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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钱峰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2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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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理统计★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3多/(2021-2022-2)-

0805010-1/20数学二;20数学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83/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3/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3-5节)1-11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5多/(2021-2022-2)-

0806020-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试/无/理论:33/周学时

:3/总学时:33

4

5

下午

6 数理统计★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14阶/(2021-2022-2)-

0806010-1/20统计二;20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1/考试/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数理统计★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14阶/(2021-2022-2)-

0808010-1/20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实验■钱峰(共2周)/17-18周/(2021-2022-2)-0806606-1/19统计二;19统计一;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震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3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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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2阶/(2021-2022-2)-

0801004-3/21化工二;21化工

三;21化工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1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7/考试/无/理论

:64/周学时:4/总学时:6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2阶/(2021-2022-2)-

0801004-3/21化工二;21化工

三;21化工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1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7/考试/无/理论

:64/周学时:4/总学时:64

2

3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1-16/21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15/21测控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大学物理B(上)★
(3-5节)1-8周,11-15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

2022-2)-0802003-10/21自二

;21自三;21自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21/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21/考查/无/理论

:39/周学时:3/总学时:39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17/21化工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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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文平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3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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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5多/(2021-2022-2)-

0801002-14/21管二;21管一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0/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0/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2

3 应用随机过程★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304阶/(2021-2022-2)-

0808014-1/20大数据/必修专

业/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理

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

应用随机过程★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304阶/(2021-2022-2)-

0806016-1/20统计二;20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405多/(2021-2022-2)-

0801002-14/21管二;21管一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0/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0/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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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张德生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5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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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4-4/21交通;21汽车二

;21汽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10/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11/考试/无/理论

:64/周学时:4/总学时:64

2

3 高等数学B(下)★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201阶/(2021-2022-2)-

0801004-4/21交通;21汽车二

;21汽车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10/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11/考试/无/理论

:64/周学时:4/总学时:64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8/21信三/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3-19/21化工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8/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4

5

下午

6 大学物理B(上)★
(6-8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2003-4/21车辆二;21车辆

一;21大数据;21化工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3/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3/考查

/无/理论:39/周学时:3/总学

时:39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3-33/21应化/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2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29/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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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茆锐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5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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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下午

6
7
8
9

10

晚上

11 物理学选讲★
(11-13节)3-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7阶/(2021-2022-2)-

0800009JGX-1/无/公共选修

/教学班人数:30/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0/考查/周日晚教

室授课公选课/理论:30/周学

时:3/总学时:30

12

13

14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黄红云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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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19/21城工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25/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25/考查

/无/实验:24/周学时:3/总学

时:24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23/21车辆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6/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18/21物联网一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38/考查/无/实验:24/周学时

:3/总学时:24

大学物理B(上)★
(3-5节)1-6周,9-15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B507多/(2021-

2022-2)-0802003-9/21光电

;21信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2/考查/无/理论:39/周学时

:3/总学时:39

4

5

下午

6 大学物理B(上)★
(6-8节)2-14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5多/(2021-2022-2)-

0802003-7/21汽车二;21汽车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1/考查/无/理论:39/周学时

:3/总学时:39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14/21测控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7

8

物理实验B(上)☆
(8-10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32/21交通/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2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0/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8-10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1/21电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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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金雪尘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8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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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1-5/21成型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6/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11/21软件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4/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4/考查

/无/实验:24/周学时:3/总学

时:24

大学物理A(上)★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2001-2/21成型一;21机二

;21机三;21机四/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45/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44/考查/无/理论

:48/周学时:3/总学时:48

7

8

物理实验B(上)☆
(8-10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3-3/21电三/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9
10

晚上

11
12
13
14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刚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3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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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8/21成型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1-21/21城工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25/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25/考查

/无/实验:24/周学时:3/总学

时:2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1-14/21土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2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29/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大学物理A(上)★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2022-2)-

0802001-1/21城工二;21城工

一;21成型二;21成型三/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22/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22/考查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22/21机务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

/无/实验:24/周学时:3/总学

时:24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4/21机三/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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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肖虹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6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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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B(上)★

(3-5节)3-10周,13-17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A101阶/(2021-

2022-2)-0802003-1/21测控二

;21测控三;21测控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1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19/考查/无

/理论:39/周学时:3/总学时:39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10/21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1/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4/21电四/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7/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7/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及实验★
(3-5节)1-6周,9-18周/巫山路

校区 3#311多(艺术)/(2021-

2022-2)-0821006-1/21数媒三

/选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14/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0/考查/无/理论:32,实验

:16/周学时: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25/21能源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5/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31/21工管/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3/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3/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7

8

物理实验B(上)☆
(8-10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6/21电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6/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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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君甫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6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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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代数II★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4多/(2021-2022-2)-

0805028-1/21数学二;21数学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A207阶/(2021-

2022-2)-0801002-21/21电六

;21电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高等代数II★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4多/(2021-2022-2)-

0805028-1/21数学二;21数学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6周,9-18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A207阶/(2021-

2022-2)-0801002-21/21电六

;21电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80/周学时

: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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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任雪静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6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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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代数II★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玑B303多/(2021-2022-2)-

0808007-1/21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64/周学时:4/总学

时:64

高等代数II★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玑B303多/(2021-2022-2)-

0808007-1/21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64/周学时:4/总学

时:64

2

3
4
5

下午

6
7
8 数学II★

(8-10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308(国交)/(2021-2022-

2)-0820002-1/21贸(国际

);21物管(国际)/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7/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数学II★
(8-9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308(国交)/(2021-2022-

2)-0820002-1/21贸(国际

);21物管(国际)/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7/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7/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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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陈超群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6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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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析II★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8阶/(2021-2022-2)-

0805004-1/21数学二;21数学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96/周学时

:6/总学时:96

数学分析II★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8阶/(2021-2022-2)-

0805004-1/21数学二;21数学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试/无/理论:96/周学时

:6/总学时:96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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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沈玉乔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6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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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B(上)★

(3-5节)1-6周,9-15周/辽河路

校区 天璇A303多/(2021-

2022-2)-0802003-14/21电六

;21电五/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查/无/理论:39/周学时

:3/总学时:39

大学物理B(上)★
(3-5节)1-4周,7-15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B201阶/(2021-

2022-2)-0802003-13/21电二

;21电三;21电四;21电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43/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43/考查

/无/理论:39/周学时:3/总学

时:39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3-5/21电五/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5/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5/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34/21物联网二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3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39/考查/无/实验:18/周学时

:3/总学时:1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6/21机四/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7/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7/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3-26/21光电/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2/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2/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18/21化工三/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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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杨景景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6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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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106阶/(2021-2022-2)-

0000008-57/21大数据/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1/考查/无

/理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

4

5

下午

6 大学物理B(上)★
(6-8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2003-8/21数学二;21数学

一;21统计二;21统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37/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37/考查

/无/理论:39/周学时:3/总学

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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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秦赛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7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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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9/21信四/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7/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7/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4

5

下午

6 大学物理A(上)★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403多/(2021-2022-2)-

0802001-5/21土二;21土三

;21土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8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8/考查/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1-12/21土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2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29/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11/21自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1/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7

8

大学物理A(上)★
(8-10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2001-3/21机务一;21机一

;21计二;21计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58/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58/考查/无/理论

:48/周学时:3/总学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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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姚茵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7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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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1-1/21智造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15/21计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4

5

下午

6 计算方法★
(6-8节)3-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权A501多/(2021-2022-2)-

0821001-1/20成型二;20成型

三;20成型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02/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02/考试/无/理论

:33/周学时:3/总学时:33

大学物理B(上)★
(6-8节)1-12周,15周/辽河路

校区 天枢B211阶/(2021-

2022-2)-0802003-11/21信二

;21信三;21信四;21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5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59/考查

/无/理论:39/周学时:3/总学

时:39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Python与数据实验(Q)■姚茵(共2周)/17-18周/(2021-2022-2)-0808602-1/21大数据;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郭丽敏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7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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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1-2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4多/(2021-2022-2)-

0806027-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查/无/理论:32,实验

:16/周学时:4/总学时:48

2

3 线性代数★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14阶/(2021-2022-2)-

0801008-9/21车辆二;21车辆

一;21软件三;21软件四/必修

专业基础,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50/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50/考查/无/理论

:32/周学时:2/总学时:32

4

5

下午

6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6-7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4多/(2021-2022-2)-

0806027-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查/无/理论:32,实验

:16/周学时:4/总学时:48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毕业设计（论文）■郭丽敏(共12周)/5-16周/(2021-2022-2)-0806607-1/18统计;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李森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7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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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建模★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2021-2022-2)-

0806015-1/20统计二;20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1/考查/无/理论:20,实验

:12/周学时:2/总学时:32

数学建模★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2阶/(2021-2022-2)-

0808013-1/20大数据/必修专

业/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41/考查/无/理

论:20,实验:12/周学时:2/总学

时:32

2

3
4
5

下午

6 运筹学★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105多/(2021-2022-2)-

0805015-1/20数学二;20数学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83/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3/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7

8
9

10

晚上

11
12
13
14

实践课程：毕业论文■李森(共12周)/5-16周/(2021-2022-2)-0805606-2/18数学一;   MATLAB软件■李森(共3周)/17-19周/(2021-2022-2)-0805608-1/21数学二;21数学一;   数据分析与数学建模
(Q)■李森(共3周)/17-19周/(2021-2022-2)-0808603-1/20大数据;



★: 理论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〇: 课外 : 课内 打印时间: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杜珊珊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8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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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指导   ★

(3-4节)5-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4阶/(2021-2022-2)-

0805002-1/19数学二;19数学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2/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2/考查/无/理论:16/周学时

:2/总学时:16

4

5

下午

6 就业指导★
(6-7节)5-12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303多/(2021-2022-2)-

0806002-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查/无/理论:16/周学时

:2/总学时:16

形势与政策IV★
(6-9节)12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B211阶/(2021-2022-2)-

1002945-18/20数学二;20数学

一;20统计二;20统计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64/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64/考查

/无/理论:8/周学时:8/总学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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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徐宜民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9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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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3多/(2021-2022-2)-

0801004-6/21财三;21机务二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5/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线性代数★
(1-2节)1-8周,11-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A101阶/(2021-

2022-2)-0801008-14/21自二

;21自三;21自一/必修专业基

础/教学班人数:121/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21/考查/无

/理论:32/周学时:2/总学时:32

高等数学A(下)★
(1-2节)1-8周,11-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

2022-2)-0801002-19/21自二

;21自三;21自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21/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21/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203多/(2021-2022-2)-

0801004-6/21财三;21机务二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5/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2

3 高等数学A(下)★
(3-5节)1-8周,11-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

2022-2)-0801002-19/21自二

;21自三;21自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21/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21/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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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夏红卫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0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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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A(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1002-15/21软件二;21软件

三;21软件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09/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09/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2

3 高等数学A(下)★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1002-16/21软件四;21智造

二;21智造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18/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8/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高等数学A(下)★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1002-16/21软件四;21智造

二;21智造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18/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8/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4

5

下午

6 高等数学A(下)★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1002-15/21软件二;21软件

三;21软件一/必修通识/教学

班人数:109/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09/考试/无/理论

:80/周学时:5/总学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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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昌英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8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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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3/21机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8/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7/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大学物理B(上)★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1阶/(2021-2022-2)-

0802003-5/21工管;21化工三

;21化工一;21机务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5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50/考查/无

/理论:39/周学时:3/总学时:39

大学物理B(上)★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1阶/(2021-2022-2)-

0802003-12/21物联网二;21应

化;21资环/必修通识/教学班

人数:107/板块名称:无/选课

人数:107/考查/无/理论

:39/周学时:3/总学时:39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B303(数理)/(2021-2022-

2)-0802601-10/21机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22/21车辆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6/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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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黄文娟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8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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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105多/(2021-2022-2)-

0801004-2/21物管二;21物联

网二/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7/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7/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105多/(2021-2022-2)-

0801004-2/21物管二;21物联

网二/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7/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7/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2

3 物理实验A(上)☆
(3-5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17/21人工智能

/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40/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40/考查/无/实验:24/周学时

:3/总学时:24

大学物理A(上)★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2001-4/21人工智能;21软

件二;21软件一;21通信/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14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49/考查

/无/理论:48/周学时:3/总学

时:4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13/21土三/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0/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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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黄星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8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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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206(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1008-10/20贸二

;20贸一;20商务（国际）/必

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86/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6/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小学数学思维训练★
(1-2节)1-8周,11-18周/巫山

路校区 2#223多/(2021-2022-

2)-0821025-1/20小教二;20小

教一/选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90/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90/考查/无/理论:16,课内

:16/周学时:2/总学时:32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5多/(2021-2022-2)-

0000008-55/21数学二;21数学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9/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2

3 统计学原理★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B106阶/(2021-2022-2)-

0806012-1/20统计二;20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1/考试/无/理论:32/周学时

:4/总学时:32

统计学原理★
(3-4节)1-8周/辽河路校区 天

璇B106阶/(2021-2022-2)-

0806012-1/20统计二;20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81/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1/考试/无/理论:32/周学时

:4/总学时:32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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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姜先凯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18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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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7/21成型三/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6/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A(上)☆
(3-5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1-9/21智造一/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7/21信二/必修通识

/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41/考查/无/实验

: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30/21资环/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8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1-2/21软件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6/考查/无/实

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16/21测控三/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24/21能源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6/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6/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12/21自二/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41/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41/考查/无

/实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7

8

大学物理A(上)★
(8-10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301阶/(2021-2022-2)-

0802001-6/21物联网一;21智

造二;21智造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17/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17/考查/无/理论

:48/周学时:3/总学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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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李梦怡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52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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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IV★
(1-2节)1-16周/巫山路校区

4#321多/(2021-2022-2)-

0820004-1/21商英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3/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13/考查/无/理

论:64/周学时:4/总学时:64

数学IV★
(1-2节)1-16周/巫山路校区

4#321多/(2021-2022-2)-

0820004-1/21商英二/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3/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13/考查/无/理

论:64/周学时:4/总学时:64

2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A401阶/(2021-2022-2)-

0801006-4/20成型二;20成型

三;20成型一;20工管/必修专

业基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136/板块名称:无/选课人

数:136/考查/无/理论:48/周

学时: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概率论★
(6-7节)1-9周,11-17周/辽河

路校区 天璇B303多/(2021-

2022-2)-0801007-1/20汽车二

;20汽车一/选修专业/教学班

人数:7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

数:79/考查/无/理论:32/周学

时:2/总学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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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陈玉璋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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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A305多/(2021-2022-2)-

0000008-56/21统计二;21统计

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数

:6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8/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线性代数★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1阶/(2021-2022-2)-

0801008-3/21能源三;21能源

一;21应化;21资环/必修专业

基础/教学班人数:143/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143/未安

排/无/理论:32/周学时:2/总

学时:32

线性代数★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2022-2)-

0801008-2/21化工二;21化工

三;21化工一;21能源二/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153/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153/未安排/无/理论:32/周

学时:2/总学时:32

2

3
4
5

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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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王春祥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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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代数II★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2021-2022-2)-

0806031-1/21统计二;21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8/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2

3 试验设计★
(3-4节)9-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4阶/(2021-2022-2)-

0806023-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4/总学时:32

试验设计★
(3-4节)9-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4阶/(2021-2022-2)-

0806023-1/19统计二;19统计

一/必修专业/教学班人数

:7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4/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4/总学时:32

数学分析II★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6阶/(2021-2022-2)-

0806004-1/21统计二;21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8/考试/无/理论:96/周学时

:6/总学时:96

4

5

下午

6 数学分析II★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506阶/(2021-2022-2)-

0806004-1/21统计二;21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8/考试/无/理论:96/周学时

:6/总学时:96

高等代数II★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507多/(2021-2022-2)-

0806031-1/21统计二;21统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6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68/考试/无/理论:64/周学时

:4/总学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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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徐乐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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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B(上)★

(3-5节)1-13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11阶/(2021-2022-2)-

0802003-6/21交通;21能源二

;21能源三;21能源一/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140/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141/考查/无

/理论:39/周学时:3/总学时:39

数据科学导论★
(3-5节)1-11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2021-2022-2)-

0808008-1/21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33/周学时:3/总学

时:33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20/21汽车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A(上)☆
(6-8节)10-17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1-20/21通信/必修

通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名

称:无/选课人数:39/考查/无

/实验:24/周学时:3/总学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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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刘峻辰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1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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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

(3-5节)6-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权B403多/(2021-2022-2)-

0801008-13/20机电二;20机电

一/选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7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9/考查/无/理论:33/周学时

:3/总学时:33

线性代数★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A206(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1008-11/19贸三

;19商务二/必修专业基础/教

学班人数:82/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82/考查/无/理论

:32/周学时:2/总学时:32

4

5

下午

6 线性代数★
(6-7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101阶/(2021-2022-2)-

0801008-12/20财二;20财三

;20财一/必修通识/教学班人

数:138/板块名称:无/选课人

数:138/考查/无/理论:32/周

学时:2/总学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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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陶冶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5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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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下午

6 形势与政策IV★
(6-9节)12周/辽河路校区 天

枢B201阶/(2021-2022-2)-

1002945-17/20财三;20财四

;20机二;20机一/必修通识/教

学班人数:156/板块名称:无

/选课人数:156/考查/无/理论

:8/周学时:8/总学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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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李鹤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1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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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论★

(3-4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201多/(2021-2022-2)-

0801007-3/21软件一;21通信

/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73/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73/考查/无/理论:32/周学时

:2/总学时:3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5节)3-18周/辽河路校区

瑶光C103(智慧教室)/(2021-

2022-2)-0801006-3/20物管

（国际）;20物管二;20物管

一/必修专业基础/教学班人

数:85/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85/考查/无/理论:48/周学时

:3/总学时:48

4

5

下午

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7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2022-2)-

0801006-2/20计二;20计一

;20交通/必修专业基础/教学

班人数:123/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9/未安排/无/理论

:48/周学时:4/总学时:4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7节)1-12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202阶/(2021-2022-2)-

0801006-2/20计二;20计一

;20交通/必修专业基础/教学

班人数:123/板块名称:无/选

课人数:119/未安排/无/理论

:48/周学时:4/总学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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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朱天翔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1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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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5多/(2021-2022-2)-

0801004-5/21应化;21资环/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6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4/周学时:4/总学

时:64

高等数学B(下)★
(1-2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璇B105多/(2021-2022-2)-

0801004-5/21应化;21资环/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68/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68/考试

/无/理论:64/周学时:4/总学

时:64

2

3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04(数理)/(2021-2022-

2)-0802603-28/21机务二/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2/21电六/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4/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4/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物理实验B(上)☆
(3-5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29/21信五/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40/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4

5

下午

6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27/21能源三/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0/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0/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时:18

物理实验B(上)☆
(6-8节)10-15周/辽河路校区

玉衡C313(数理)/(2021-2022-

2)-0802603-21/21汽车一/必

修通识/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查

/无/实验:18/周学时:3/总学

物理实验B(上)☆
(6-8节)1-6周/辽河路校区 玉

衡B303(数理)/(2021-2022-2)-

0802603-13/21自三/必修通

识/教学班人数:39/板块名称

:无/选课人数:39/考查/无/实

验:18/周学时:3/总学时:18

7

8



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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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2021-2022学年第2学期 陈亮老师的课表 理学院 教工号: 10121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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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
(1-2节)1-12周,15-18周/辽河

路校区 天枢B201阶/(2021-

2022-2)-0801008-1/21信二

;21信三;21信四;21信一/必修

专业基础/教学班人数

:159/板块名称:无/选课人数

:159/考查/无/理论:32/周学

时:2/总学时:32

2

3 数学分析II★
(3-5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2021-2022-2)-

0808004-1/21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96/周学时:6/总学

时:96

4

5

下午

6 数学分析II★
(6-8节)1-16周/辽河路校区

天枢B405阶/(2021-2022-2)-

0808004-1/21大数据/必修专

业基础/教学班人数:41/板块

名称:无/选课人数:41/考试

/无/理论:96/周学时:6/总学

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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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