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101课表 专业：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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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刘士兴,王云,范文兵,阮

昕,张立群/(2020-2021-1)-

ID106-1/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302/刘士兴,范文兵,阮昕

,王云,张立群/(2020-2021-1)-

ID106-1/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02/刘小凯,张帆/(2020-

2021-1)-ID10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士兴,吴洪德,王浩娱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微积分基础◇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2/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2

3 体育1板块(板块) 微积分基础◇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1/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闵行 下院

212/梁钦/(2020-2021-1)-

TH000-14/无/总学时:48/学

分:3

造型基础1◇
(6-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段滨/(2020-2021-1)-

ID107-1/建筑馆501画室/总

学时:64/学分:4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刘士兴,王浩娱,吴洪德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士兴,王浩娱,吴洪德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闵行 中院311/巢睿祺

/(2020-2021-1)-TH020-74/无

/总学时:4/学分:0.5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102课表 专业：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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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刘士兴,阮昕,范文兵,张

立群,王云/(2020-2021-1)-

ID106-1/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302/刘士兴,范文兵,张立

群,王云,阮昕/(2020-2021-1)-

ID106-1/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02/刘小凯,张帆/(2020-

2021-1)-ID10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士兴,王浩娱,吴洪德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微积分基础◇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2/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2

3 体育1板块(板块) 微积分基础◇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1/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闵行 下院

212/梁钦/(2020-2021-1)-

TH000-14/无/总学时:48/学

分:3

造型基础1◇
(6-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

点/段滨/(2020-2021-1)-

ID107-1/建筑馆501画室/总

学时:64/学分:4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刘士兴,吴洪德,王浩娱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未排地

点/刘士兴,吴洪德,王浩娱

/(2020-2021-1)-ID103-1/上

课地点为建筑馆208专用教

室/总学时:96/学分:6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闵行 中院311/巢睿祺

/(2020-2021-1)-TH020-75/无

/总学时:8/学分:0.510

晚上
11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201课表 专业：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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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傅炯,阮昕,范文兵,王云

,张立群/(2020-2021-1)-

ID106-3/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105/傅炯,范文兵,阮昕,张

立群,王云/(2020-2021-1)-

ID106-3/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02/刘小凯,张帆/(2020-

2021-1)-ID10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中院

205/傅炯/(2020-2021-1)-

ID103-3/第2周集中授课

，第3-13周分专业授课/总

学时:96/学分:6

微积分基础◇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2/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2

3 体育1板块(板块) 微积分基础◇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1/姚卫红/(2020-2021-1)-

MA24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王宏卫/(2020-

2021-1)-ID107-3/媒传楼

504画室/总学时:64/学分: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412/吴原元/(2020-2021-1)-

TH028-11/无/总学时:48/学

分:3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傅炯/(2020-2021-1)-

ID103-3/第2周集中授课

，第3-13周分专业授课/总

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中院

205/傅炯/(2020-2021-1)-

ID103-3/第2周集中授课

，第3-13周分专业授课/总

学时:96/学分:6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闵行 中院312/龚强/(2020-

2021-1)-TH020-72/无/总学

时:8/学分:0.5

10

晚上
11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12 未排地点/王宏卫/(2020-

2021-1)-ID107-3/媒传楼

504画室/总学时:64/学分:4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301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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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周年国,王云,阮昕,张立

群,范文兵/(2020-2021-1)-

ID106-4/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204/周年国,张立群,阮昕

,王云,范文兵/(2020-2021-1)-

ID106-4/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02/刘小凯,张帆/(2020-

2021-1)-ID10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东中院

1-201/马红冰,丁希凡/(2020-

2021-1)-ID103-4/第2周集中

授课，第2-13周分专业上课

/总学时:96/学分:6

2

3 体育1板块(板块)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吴正恭/(2020-

2021-1)-ID107-4/媒传楼

506画室/总学时:64/学分:4

设计思维◇
(6-9节)9-16周/闵行 东下院

313/林迅/(2020-2021-1)-

AD117-2/无/总学时:32/学分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412/吴原元/(2020-2021-1)-

TH028-11/无/总学时:48/学

分:3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8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马红冰/(2020-2021-1)-

ID103-4/第2周集中授课

，第2-13周分专业上课/总

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8节)3-13周/闵行 东中院

3-106/马红冰/(2020-2021-

1)-ID103-4/第2周集中授课

，第2-13周分专业上课/总

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丁希凡/(2020-2021-1)-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闵行 中院311/巢睿祺

/(2020-2021-1)-TH020-75/无

/总学时:8/学分:0.5

10



ID103-4/第2周集中授课

，第2-13周分专业上课/总

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东中院

3-106/丁希凡/(2020-2021-

1)-ID103-4/第2周集中授课

，第2-13周分专业上课/总

学时:96/学分:6

晚上

11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吴正恭/(2020-

2021-1)-ID107-4/媒传楼

506画室/总学时:64/学分:4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302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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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16周/闵行 未排地

点/周年国/(2020-2021-1)-

ID106-5/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李惠军,范文兵,王云,阮

昕,张立群/(2020-2021-1)-

ID106-5/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205/李惠军,阮昕,张立群

,范文兵,王云/(2020-2021-1)-

ID106-5/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下院

102/刘小凯,张帆/(2020-

2021-1)-ID10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中院

507/杨海勇/(2020-2021-1)-

ID103-5/第2周为全院集中

授课，3-13周分专业授课

/总学时:96/学分:6

2

3 体育1板块(板块)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孔繁强/(2020-

2021-1)-ID107-5/媒传楼

502画室/总学时:64/学分:4

设计思维◇
(6-9节)9-16周/闵行 东下院

313/林迅/(2020-2021-1)-

AD117-2/无/总学时:32/学分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412/吴原元/(2020-2021-1)-

TH028-11/无/总学时:48/学

分:3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杨海勇/(2020-2021-1)-

ID103-5/第2周为全院集中

授课，3-13周分专业授课

/总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中院

507/杨海勇/(2020-2021-1)-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闵行 中院311/巢睿祺

/(2020-2021-1)-TH020-75/无

/总学时:8/学分:0.5



10
ID103-5/第2周为全院集中

授课，3-13周分专业授课

/总学时:96/学分:6

晚上

11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孔繁强/(2020-

2021-1)-ID107-5/媒传楼

502画室/总学时:64/学分:4

12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F2043401课表 专业：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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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导论◇
(1-2节)1-7周/闵行 下院

114/张洋,张立群,范文兵,阮

昕,王云/(2020-2021-1)-

ID106-2/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导论◇
(1-2节)8-16周/闵行 东中院

3-206/张洋,范文兵,王云,张

立群,阮昕/(2020-2021-1)-

ID106-2/1-7周集中授课，8-

16周分专业授课/总学时

:32/学分:2

设计制图◇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03/王玲,张洋/(2020-2021-

1)-ID105-2/无/总学时:32/学

分:2

微积分基础◇
(1-2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5/姚卫红/(2020-2021-1)-

MA247-5/无/总学时:64/学

分:4

设计基础1◇
(1-4节)2-13周/闵行 中院

206/陈霆,张洋,李强/(2020-

2021-1)-ID103-2/第2周为全

院集中授课，3-13周分专业

授课/总学时:96/学分:6

英语板块(板块)

2

3 微积分基础◇
(3-4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206/姚卫红/(2020-2021-1)-

MA247-5/无/总学时:64/学

分:4

体育1板块(板块) 英语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未排地点/陈霆/(2020-2021-

1)-ID107-2/上课地点为农生

实践楼202/总学时:64/学分

:4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中院401/李钢/(2020-2021-

1)-ID10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闵行 东上院

312/贾秀堂/(2020-2021-1)-

TH028-10/无/总学时:48/学

分:3

下午

7 设计基础1◇
(7-10节)2周/闵行 东上院

100/陈霆,张洋,李强/(2020-

2021-1)-ID103-2/第2周为全

院集中授课，3-13周分专业

授课/总学时:96/学分:6

设计基础1◇
(7-10节)3-13周/闵行 中院

206/陈霆,李强,张洋/(2020-

2021-1)-ID103-2/第2周为全

院集中授课，3-13周分专业

授课/总学时:96/学分:6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闵行 中院311/巢睿祺

/(2020-2021-1)-TH020-75/无

/总学时:8/学分:0.5

10

晚上
11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12 未排地点/陈霆/(2020-2021-

1)-ID107-2/上课地点为农生

实践楼202/总学时:64/学分

:4

造型基础1◇
(6-9节,11-14节)1-8周/闵行

中院401/李钢/(2020-2021-

1)-ID107-6/无/总学时:64/学

分:4

13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