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 授课班级 讲课学时 校区

1 材料 朱晓萌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B专业必修

周三第6-7节{第03-04

周};周五第6-7节{第03-

04周};周日第6-7节{第

04-04周};周五第6-7节

{第06-07周};周三第6-7

节{第06-08周};

爱特(原鉴主)-201;爱

特(原鉴主)-301;爱特

(原鉴主)-301;爱特(原

鉴主)-301;爱特(原鉴

主)-201;

材科1701-02 20 马区

2 材料 周启来 材料成型原理C 专业必修

周三第3-5节{第01-04

周};周一第3-4节{第01-

05周};周六第3-4节{第

06-06周};周三第3-5节

{第06-08周};周一第3-4

节{第07-08周};周一第3-

4节{第10-16周};周三第

3-5节{第10-16周};

爱特(原鉴主)-303;爱

特(原鉴主)-303;爱特

(原鉴主)-303;爱特(原

鉴主)-303;爱特(原鉴

主)-303;爱特(原鉴

主)-303;爱特(原鉴

主)-303;

成型1703,成

型zy1701
72 马区

3 汽车 喻厚宇 新能源汽车结构与原理A
专业选修

周二第9-10节{第01-04

周};周一第3-4节{第01-

05周};周六第3-4节{第

06-06周};周二第9-10节

{第06-08周};周一第3-4

节{第07-08周};

弘毅(原教4)-311;致

远(原教1)-411;致远

(原教1)-411;弘毅(原

教4)-311;致远(原教

1)-411;

车辆1604-

06,车辆

zy1601

30 马区

4 机电 戴蓉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C 专业必修

周一第3-5节{第01-05

周};周六第3-5节{第06-

06周};周一第3-5节{第

07-08周};周一第3-5节

{第10-13周};周一第3-4

节{第14-14周};

博学西楼(原新3)-

203;博学西楼(原新

3)-203;博学西楼(原

新3)-203;博学西楼

(原新3)-203;博学西

楼(原新3)-203;

测控1701-

04,测控

zy1701

38 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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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电 陈祯 仪器仪表电路 专业必修

周五第3-4节{第01-01

周};周三第6-7节{第01-

04周};周五第3-4节{第

03-04周};周日第3-4节

{第04-04周};周三第6-7

节{第06-08周};周五第3-

4节{第06-08周};

博学西楼(原新3)-

201;博学西楼(原新

3)-201;博学西楼(原

新3)-201;博学西楼

(原新3)-201;博学西

楼(原新3)-201;博学

西楼(原新3)-201;

测控1701-

04,测控

zy1701

28 马区

6 机电 张宏 机械设计基础 专业必修

周五第3-4节{第01-01

周};周二第9-10节{第01-

04周};周五第3-4节{第

03-04周};周日第3-4节

{第04-04周};周二第9-10

节{第06-08周};周五第3-

4节{第06-08周};周五第

3-4节{第10-14周};周二

第9-10节{第10-15周};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北教三(原鉴3)-303;

安全1701,成

型zy1701,矿

物zy1701

50 马区

7 机电 江丽 金属工艺学B 专业选修

周三第6-7节{第01-04

周};周一第3-4节{第01-

05周};周六第3-4节{第

06-06周};周三第6-7节

{第06-08周};周一第3-4

节{第07-08周};

弘毅(原教4)-411;弘

毅(原教4)-301;弘毅

(原教4)-301;弘毅(原

教4)-411;弘毅(原教

4)-301;

能源1701-

03,能源

zy1701

30 马区

8 土木 王协群 土力学B 专业必修

周二第6-8节{第10-14

周};周三第9-10节{第10-

14周};周五第3-5节{第

10-14周};

博学主楼(原新1)-

301;博学主楼(原新

1)-305;博学主楼(原

新1)-303;

土木1704,土

木zy1701-

02

40 马区

9 土木 邓勤犁 建筑环境学B 专业必修

周三第3-4节{第01-02

周};周三第3-5节{第03-

04周};周三第3-5节{第

06-08周};周三第3-5节

{第10-16周};

博学西楼(原新3)-

104;博学西楼(原新

3)-104;博学西楼(原

新3)-104;博学西楼

(原新3)-104;

建环1701 40 马区



10 土木 程静 水工艺设备基础 专业必修

周二第3-5节{第01-04

周};周二第3-5节{第06-

08周};周二第3-5节{第

09-09周};

博学西楼(原新3)-

504;博学西楼(原新

3)-504;博学西楼(原

新3)-504;

给排水1601-

02
24 马区

11 信息 王原丽 现代交换技术A 专业选修
周二第6-7节{第10-16

周};周五第3-4节{第10-

学海(原鉴4)-607;学

海(原鉴4)-607;
通信zy1701 28 马区

12 信息 许菲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B 专业必修

周二第3-4节{第01-04

周};周四第3-4节{第01-

04周};周二第3-4节{第

06-08周};周四第3-4节

{第06-08周};周二第3-4

节{第10-16周};周四第3-

4节{第10-16周};

弘毅(原教4)-117;弘

毅(原教4)-117;弘毅

(原教4)-117;弘毅(原

教4)-117;弘毅(原教

4)-117;弘毅(原教4)-

117;

自动化

zy1801
56 马区

13 计算机 彭德巍 人工智能概论B 专业选修

周五第6-7节{第01-01

周};周五第6-8节{第03-

04周};周日第6-8节{第

04-04周};周五第6-8节

{第06-08周};周五第6-8

节{第10-13周};

航海(原5)-205;航海

(原5)-205;航海(原5)-

205;航海(原5)-205;

航海(原5)-205;

计算机1601-

04,计算机

zy1701-02,

物联网1601-

03

32 余区

14 计算机 巩晶 面向对象与多线程综合实验专业选修
周一第11-12节{第10-17

周};
余机房2;

计算机类

y1803
32 余区

15 物流 王晓娟 工程图学B 专业必修

周四第1-2节{第06-15

周};周四第3-5节{第06-

15周};周四第3-5节{第

16-17周};

航海(原5)-504;航海

(原5)-504;航海(原5)-

504;

交通类1902 56 余区

16 物流 胡勇 工程图学A上 专业必修
周二第1-2节{第06-17

周};周二第3-4节{第06-

航海(原5)-307;航海

(原5)-307;
能动1905 48 余区



17 物流 于蒙 机电传动及控制B 专业必修

周五第6-8节{第01-01

周};周三第3-5节{第01-

04周};周五第6-8节{第

03-04周};周日第6-8节

{第04-04周};周三第3-5

节{第06-07周};周五第6-

8节{第06-07周};

余区教学大楼(原1)-

316;西配(原2)-111;

余区教学大楼(原1)-

316;余区教学大楼(原

1)-316;西配(原2)-

111;余区教学大楼(原

1)-316;

物流zy1701-

02
36 余区

18 理学院 桂预风 数学分析3 专业必修

周四第3-5节{第01-04

周};周一第1-2节{第01-

05周};周六第1-2节{第

06-06周};周四第3-5节

{第06-08周};周一第1-2

节{第07-08周};周一第1-

2节{第10-17周};周四第

3-5节{第10-17周};周二

第3-5节{第18-18周};

博学主楼(原新1)-

105;博学主楼(原新

1)-209;博学主楼(原

新1)-209;博学主楼

(原新1)-105;博学主

楼(原新1)-209;博学

主楼(原新1)-209;博

学主楼(原新1)-105;

博学主楼(原新1)-

金融sy1801,

数学类1803-

04

80 马区

19 化生 刘亚群 有机化学D 专业选修

周五第1-2节{第01-01

周};周二第6-7节{第01-

04周};周五第1-2节{第

03-04周};周日第1-2节

{第04-04周};周二第6-7

节{第06-08周};周五第1-

2节{第06-08周};周一第

1-2节{第09-09周};周二

第6-7节{第09-09周};

博学西楼(原新3)-

413;博学西楼(原新

3)-413;博学西楼(原

新3)-413;博学西楼

(原新3)-413;博学西

楼(原新3)-413;博学

西楼(原新3)-413;博

学西楼(原新3)-413;

博学西楼(原新3)-

给排水1801-

02
32 马区

20 化生 谢浩 细胞工程 专业必修

周三第1-2节{第01-04

周};周三第1-2节{第06-

08周};周三第1-2节{第

10-17周};周一第1-2节

{第18-18周};

博学北楼(原新4)-

111;博学北楼(原新

4)-111;博学北楼(原

新4)-111;博学北楼

(原新4)-111;

生物1701-

02,生物

sy1701

32 马区



21 化生 易英 化工专业英语 专业必修

周二第6-7节{第01-02

周};周三第6-7节{第01-

04周};周三第6-7节{第

06-08周};周三第6-7节

{第10-16周};

博学北楼(原新4)-

111;博学北楼(原新

4)-111;博学北楼(原

新4)-111;博学北楼

(原新4)-111;

化工1601-02 32 马区

22 经济 许黎惠 货币银行学B 专业必修

周一第6-7节{第01-02

周};周一第6-8节{第03-

05周};周六第6-8节{第

06-06周};周一第6-8节

{第07-08周};周一第6-8

节{第10-15周};

博学西楼(原新3)-

309;博学西楼(原新

3)-309;博学西楼(原

新3)-309;博学西楼

(原新3)-309;博学西

楼(原新3)-309;

国贸1801-02 40 马区

23 艺设 王刚 专业表现技法B 专业必修

周一第6-8节{第12-13

周};周一第9-10节{第12-

13周};周三第6-8节{第

12-13周};

立心(原大创5)-中

211;立心(原大创5)-

中211;立心(原大创

5)-中211;

环艺1802 16 马区

24 艺设 杜娟 包装结构设计A 专业选修

周一第11-13节{第08-08

周};周一第9-10节{第08-

08周};周三第11-13节{第

08-08周};周三第6-8节

{第08-08周};周三第9-10

节{第08-08周};周五第6-

8节{第08-08周};周五第

9-10节{第08-08周};周一

第11-13节{第10-11周};

周一第9-10节{第10-11

周};周三第6-8节{第10-

11周};周三第9-10节{第

10-11周};周五第6-8节

{第10-11周};周五第9-10

节{第10-11周};

立心(原大创5)-东

201;立心(原大创5)-

东201;立心(原大创

5)-东201;立心(原大

创5)-东201;立心(原

大创5)-东201;立心

(原大创5)-东201;立

心(原大创5)-东201;

立心(原大创5)-东

201;立心(原大创5)-

东201;立心(原大创

5)-东201;立心(原大

创5)-东201;立心(原

大创5)-东201;立心

(原大创5)-东201;

视觉传达

1801
48 马区



25 外语 刘应亮 英语写作A1 专业必修

周三第3-4节{第01-04

周};周三第3-4节{第06-

08周};周三第3-4节{第

10-17周};周一第3-4节

{第18-18周};

学海(原鉴4)-606;学

海(原鉴4)-606;学海

(原鉴4)-606;学海(原

鉴4)-606;

英语1801 32 马区

26 外语 胡敏 英国文学2 专业必修

周一第3-4节{第01-01

周};周一第3-5节{第02-

05周};周六第3-5节{第

06-06周};周一第3-5节

{第07-08周};周一第3-5

节{第10-12周};

学海(原鉴4)-611;学

海(原鉴4)-611;学海

(原鉴4)-611;学海(原

鉴4)-611;学海(原鉴

4)-611;

英语1603 32 马区

27 马克思 张利荣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通识必修
周四第1-2节{第06-15

周};周二第6-7节{第06-

博学东楼(原新2)-

405;博学东楼(原新

机电gj1901,

机电类1904-
42 马区

28 马克思 刘国龙 认识武汉·大国工业 通识选修

周二第11-12节{第01-04

周};周二第11-12节{第

06-08周};周二第11-12

节{第09-09周};

博学东楼(原新2)-

108;博学东楼(原新

2)-108;博学东楼(原

新2)-108;

公选-04293 16 马区

29 马克思 吴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通识必修

周二第6-8节{第01-04

周};周二第6-8节{第06-

08周};周二第6-8节{第

09-09周};周二第6-8节

{第10-13周};周二第6-7

节{第14-15周};

航海(原5)-503;航海

(原5)-503;航海(原5)-

503;航海(原5)-503;

航海(原5)-503;

轮机zy1701,

能动1701-

04,能动

zy1701,油气

1701

40 余区

30 马克思 陈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通识必修

周三第3-5节{第01-04

周};周一第1-2节{第01-

05周};周六第1-2节{第

06-06周};周三第3-5节

{第06-08周};周一第1-2

节{第07-08周};周一第1-

2节{第10-13周};周三第

3-5节{第10-16周};

博学东楼(原新2)-

308;博学东楼(原新

2)-307;博学东楼(原

新2)-307;博学东楼

(原新2)-308;博学东

楼(原新2)-307;博学

东楼(原新2)-307;博

学东楼(原新2)-308;

地信1801-

02,法学

1801-04,规

划1801

66 马区



31 法社 徐江萍 保险法 专业选修

周五第6-7节{第01-01

周};周三第3-5节{第01-

04周};周五第6-7节{第

03-04周};周日第6-7节

{第04-04周};周三第3-5

节{第06-07周};周五第6-

7节{第06-08周};

博学主楼(原新1)-

308;博学主楼(原新

1)-408;博学主楼(原

新1)-308;博学主楼

(原新1)-308;博学主

楼(原新1)-408;博学

主楼(原新1)-308;

法学1701-04 32 马区

32
安全应

急
李柯 管理信息系统B 专业必修

周五第3-5节{第01-01

周};周二第3-4节{第01-

04周};周五第3-5节{第

03-04周};周日第3-5节

{第04-04周};周二第3-4

节{第06-08周};周五第3-

5节{第06-08周};周一第

3-5节{第09-09周};周二

第3-4节{第09-09周};

博学东楼(原新2)-

301;博学东楼(原新

2)-301;博学东楼(原

新2)-301;博学东楼

(原新2)-301;博学东

楼(原新2)-301;博学

东楼(原新2)-301;博

学东楼(原新2)-301;

博学东楼(原新2)-

信管1801-03 40 马区

33
艺术教

育中心
朱梅梵 民歌演唱(初级)GX) 通识选修

周三第11-12节{第01-01

周};周三第11-13节{第

03-04周};周六第11-13

节{第04-04周};周三第

11-13节{第06-08周};周

三第11-13节{第10-13

周};

北教二(原鉴2)-206;

北教二(原鉴2)-206;

北教二(原鉴2)-206;

北教二(原鉴2)-206;

北教二(原鉴2)-206;

公选-11044 32 马区

34 学工部 张晓文 爱情心理学(GX) 通识选修

周二第11-13节{第01-04

周};周二第11-13节{第

06-08周};周二第11-13

节{第09-09周};

博学西楼(原新3)-

212;博学西楼(原新

3)-212;博学西楼(原

新3)-212;

公选-08493 24 马区

35 学工部 熊婕 爱情心理学(GX) 通识选修
周四第11-13节{第10-17

周};

博学西楼(原新3)-

209;
公选-04610 24 马区



36 管理 闵剑 会计学A 专业必修

周五第3-5节{第01-01

周};周二第6-8节{第01-

04周};周五第3-5节{第

03-04周};周日第3-5节

{第04-04周};周二第6-8

节{第06-08周};周五第3-

5节{第06-08周};周一第

3-5节{第09-09周};周二

第6-8节{第09-09周};

博学东楼(原新2)-

202;博学东楼(原新

2)-202;博学东楼(原

新2)-202;博学东楼

(原新2)-202;博学东

楼(原新2)-202;博学

东楼(原新2)-202;博

学东楼(原新2)-202;

博学东楼(原新2)-

金融sy1801,

经济cy1801
48 马区

37 管理 方明 财务管理A 专业必修

周四第3-4节{第03-04

周};周一第6-7节{第03-

05周};周六第6-7节{第

06-06周};周四第3-4节

{第06-08周};周一第6-7

节{第07-08周};周一第6-

7节{第10-15周};周四第

3-4节{第10-16周};

博学东楼(原新2)-

201;博学东楼(原新

2)-207;博学东楼(原

新2)-207;博学东楼

(原新2)-201;博学东

楼(原新2)-207;博学

东楼(原新2)-207;博

学东楼(原新2)-201;

会计1801-03 48 马区

38 交通 郑亚红 运输经济学B 专业必修

周三第3-5节{第01-04

周};周一第6-7节{第01-

05周};周六第6-7节{第

06-06周};周三第3-5节

{第06-07周};周一第6-7

节{第07-07周};

余区教学大楼(原1)-

311;1-313;1-313;余

区教学大楼(原1)-

311;1-313;

交运1701 32 余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