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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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基础（2）◇
(1-4节)1-16周/中院507/刘

士兴,王浩娱,庄慎,吴洪德

/(2020-2021-2)-ARCH1308-

1/无/总学时:128/学分:8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加工

◇
(1-2节)1-16周/下院410/刘

小凯/(2020-2021-2)-

ARCH1315-1/1-8周安排多

媒体教室，9-16周在白楼实

验室上课/总学时:32/学分:2

建筑史纲◇
(1-2节)1-16周/下院107/赵

冬梅/(2020-2021-2)-

ARCH1316-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2

3 英语板块(板块) 体育2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411/张

杨/(2020-2021-2)-

MARX1202-21/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205/赵建世/(2020-2021-2)-

MIL1201-1/无/总学时:32/学

造型基础2◇
(7-10节)1-16周/未排地点

/段滨/(2020-2021-2)-

DES1317-6/建筑系馆501专

设计基础（2）◇
(7-10节)1-16周/下院313/刘

士兴,王浩娱,吴洪德,庄慎

/(2020-2021-2)-ARCH1308-
8



分:2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下院312/宋

玲/(2020-2021-2)-MIL1201-

8/无/总学时:32/学分:2

用教室/总学时:64/学分:4 1/无/总学时:128/学分: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211/彭

正德/(2020-2021-2)-

MARX1202-17/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213/冯

霞/(2020-2021-2)-

MARX1202-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东上院

205/邓军/(2020-2021-2)-

MARX1202-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10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101课表 专业：建筑学

星期一
1-4 设计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507  教师: 刘士兴,王浩娱,庄慎,吴洪德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08-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8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赵建世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312  教师: 宋玲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二

1-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加工◇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410  教师: 刘小凯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15-1 选课备注:1-8周安排多媒体教室，9-16周在白楼实验室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2

3-4 英语板块(板块)

7-10 造型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段滨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6 选课备注:建筑系馆501专用教室 总学时:64 学分:4

星期三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2 建筑史纲◇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107  教师: 赵冬梅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1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体育2板块(板块)

7-10 设计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313  教师: 刘士兴,王浩娱,吴洪德,庄慎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08-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8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6-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张杨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1  教师: 彭正德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3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邓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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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基础（2）◇
(1-4节)1-16周/中院507/刘

士兴,王浩娱,庄慎,吴洪德

/(2020-2021-2)-ARCH1308-

1/无/总学时:128/学分:8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加工

◇
(1-2节)1-16周/下院410/刘

小凯/(2020-2021-2)-

ARCH1315-1/1-8周安排多

媒体教室，9-16周在白楼实

验室上课/总学时:32/学分:2

造型基础2◇
(1-4节)1-16周/未排地点/段

滨/(2020-2021-2)-DES1317-

7/建筑系馆501专用教室/总

学时:64/学分:4

建筑史纲◇
(1-2节)1-16周/下院107/赵

冬梅/(2020-2021-2)-

ARCH1316-1/无/总学时

:32/学分: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2

3 英语板块(板块) 体育2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东上院

205/邓军/(2020-2021-2)-

MARX1202-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205/赵建世/(2020-2021-2)-

MIL1201-1/无/总学时:32/学

设计基础（2）◇
(7-10节)1-16周/下院313/刘

士兴,王浩娱,吴洪德,庄慎

/(2020-2021-2)-ARCH1308-
8



分:2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下院312/宋

玲/(2020-2021-2)-MIL1201-

8/无/总学时:32/学分:2

1/无/总学时:128/学分: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213/冯

霞/(2020-2021-2)-

MARX1202-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411/张

杨/(2020-2021-2)-

MARX1202-21/无/总学时

:48/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6-8节)1-16周/中院211/彭

正德/(2020-2021-2)-

MARX1202-17/无/总学时

:48/学分:3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10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102课表 专业：建筑学

星期一
1-4 设计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507  教师: 刘士兴,王浩娱,庄慎,吴洪德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08-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8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赵建世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312  教师: 宋玲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二
1-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加工◇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410  教师: 刘小凯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15-1 选课备注:1-8周安排多媒体教室，9-16周在白楼实验室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2

3-4 英语板块(板块)

星期三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段滨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7 选课备注:建筑系馆501专用教室 总学时:64 学分:4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2 建筑史纲◇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107  教师: 赵冬梅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1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体育2板块(板块)

7-10 设计基础（2）◇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313  教师: 刘士兴,王浩娱,吴洪德,庄慎  教学班:(2020-2021-2)-ARCH1308-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8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6-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邓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3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张杨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1  教师: 彭正德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2-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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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科学基础◇
(1-4节)1-12周/中院206/薛

娇/(2020-2021-2)-DES1316-

1/无/总学时:48/学分:3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东中院

4-308/王宏卫/(2020-2021-

2)-DES1317-3/无/总学时

:64/学分:4

2

3 英语板块(板块) 体育2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工业设计史◇

(6-7节)1-8周/下院202/傅炯

/(2020-2021-2)-DES1303-

1/无/总学时:16/学分:1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

础◇
(6-8节)1-16周/未排地点/张

湛/(2020-2021-2)-DES1315-

1/无/总学时:80/学分:5

设计基础2 – 编程基础

◇
(6-11节)9-16周/东中院4-

202/吴湛微/(2020-2021-2)-

DES1314-1/无/总学时:48/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212/陈

茜/(2020-2021-2)-

MARX1201-19/无/总学时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东中院

4-308/王宏卫/(2020-2021-

2)-DES1317-3/无/总学时

:64/学分:4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409/闫成/(2020-2021-2)-

MIL1201-2/无/总学时:32/学8



分:2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211/赵建世/(2020-2021-2)-

MIL1201-9/无/总学时:32/学

分:2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

础◇
(6-8节)1-16周/东中院4-

402/张帆/(2020-2021-2)-

DES1315-1/无/总学时:80/学

分:5

分:3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东上院

111/王金凤/(2020-2021-2)-

MARX1201-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412/季

自军/(2020-2021-2)-

MARX1201-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2/闵

绪国/(2020-2021-2)-

MARX1201-17/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3/赵

鹏飞/(2020-2021-2)-

MARX1201-16/无/总学时

:48/学分:3

9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

础◇
(9-10节)1-16周/东中院4-

202/张湛/(2020-2021-2)-

DES1315-1/无/总学时:80/学

分:5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

础◇
(9-10节)1-16周/未排地点

/张帆/(2020-2021-2)-

DES1315-1/无/总学时:80/学

分:5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10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201课表 专业：工业设计

星期一
1-4 数据科学基础◇ 周数: 1-12周  地点: 中院206  教师: 薛娇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6-7 工业设计史◇ 周数: 1-8周  地点: 下院202  教师: 傅炯  教学班:(2020-2021-2)-DES130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星期二

3-4 英语板块(板块)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409  教师: 闫成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11  教师: 赵建世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9-10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中院4-202  教师: 张湛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0 学分:5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张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0 学分:5

星期三

6-8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张湛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0 学分:5

设计基础2--设计表达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中院4-402  教师: 张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0 学分:5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3-4 体育2板块(板块)

6-11 设计基础2 – 编程基础◇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4-202  教师: 吴湛微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陈茜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111  教师: 王金凤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季自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2  教师: 闵绪国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3  教师: 赵鹏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六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308  教师: 王宏卫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6-9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308  教师: 王宏卫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301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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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设计◇
(1-4节,6-13节)1-8周/上院

309/李金娟/(2020-2021-2)-

DES1511-1/无/总学时:96/学

分:6

设计基础2--字体设计◇
(1-4节,6-7节)9-16周/中院

401/王炜/(2020-2021-2)-

DES1513-1/无/总学时:48/学

分:3

平面设计史◇
(1-2节)9-16周/上院314/周

年国/(2020-2021-2)-

DES1603-1/无/总学时:32/学

分:2

设计表达1-概念◇
(1-4节)1-8周/东中院2-

402/周年国/(2020-2021-2)-

DES1604-1/无/总学时:32/学

分:2

中国书画▲
(1-4节)9-16周/东中院4-

101/李钢/(2020-2021-2)-

DES1602-1/无/总学时:32/学

分:2

平面设计史◇
(1-2节)9-16周/上院314/周

年国/(2020-2021-2)-

DES1603-1/无/总学时:32/学

分: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造型基础2◇
(1-4节)1-8周/东中院4-

407/马红冰/(2020-2021-2)-

DES1317-1/无/总学时:64/学

分:4

2

3 英语板块(板块) 体育2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设计基础2--字体设计◇

(1-4节,6-7节)9-16周/中院

401/王炜/(2020-2021-2)-

DES1513-1/无/总学时:48/学

分:3

设计基础2--装饰图案◇
(6-11节)1-8周/中院406/丁

希凡/(2020-2021-2)-

DES1512-1/无/总学时:48/学

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3/赵

鹏飞/(2020-2021-2)-

MARX1201-16/无/总学时

造型基础2◇
(6-9节)1-8周/未排地点/马

红冰/(2020-2021-2)-

DES1317-1/无/总学时:64/学

分:4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409/闫成/(2020-2021-2)-

MIL1201-2/无/总学时:32/学
8



图形设计◇
(1-4节,6-13节)1-8周/上院

309/李金娟/(2020-2021-2)-

DES1511-1/无/总学时:96/学

分:6

分:2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东上院

111/王金凤/(2020-2021-2)-

MARX1201-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212/陈

茜/(2020-2021-2)-

MARX1201-19/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2/闵

绪国/(2020-2021-2)-

MARX1201-17/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412/季

自军/(2020-2021-2)-

MARX1201-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10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301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星期一

1-4
图形设计◇ 周数: 1-8周  地点: 上院309  教师: 李金娟  教学班:(2020-2021-2)-DES151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96 学分:6

设计基础2--字体设计◇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401  教师: 王炜  教学班:(2020-2021-2)-DES151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6-7 设计基础2--字体设计◇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401  教师: 王炜  教学班:(2020-2021-2)-DES151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6-13 图形设计◇ 周数: 1-8周  地点: 上院309  教师: 李金娟  教学班:(2020-2021-2)-DES151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96 学分:6

星期二

1-2 平面设计史◇ 周数: 9-16周  地点: 上院314  教师: 周年国  教学班:(2020-2021-2)-DES160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英语板块(板块)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409  教师: 闫成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三

1-4
设计表达1-概念◇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2-402  教师: 周年国  教学班:(2020-2021-2)-DES16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中国书画▲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4-101  教师: 李钢  教学班:(2020-2021-2)-DES16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2 平面设计史◇ 周数: 9-16周  地点: 上院314  教师: 周年国  教学班:(2020-2021-2)-DES160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体育2板块(板块)

6-11 设计基础2--装饰图案◇ 周数: 1-8周  地点: 中院406  教师: 丁希凡  教学班:(2020-2021-2)-DES151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3  教师: 赵鹏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111  教师: 王金凤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陈茜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2  教师: 闵绪国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季自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六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407  教师: 马红冰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6-9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马红冰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302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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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心理学◇
(1-4节)1-8周/中院406/戴力

农/(2020-2021-2)-DES1707-

1/无/总学时:32/学分:2

室内环境设计原理与方

法◇
(1-4节)9-16周/中院406/戴

力农/(2020-2021-2)-

DES1705-1/无/总学时:32/学

分:2

西方建筑史◇
(1-2节)1-16周/上院307/赵

明/(2020-2021-2)-DES1706-

1/无/总学时:64/学分:4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东中院

4-408/孔繁强,刘小凯/(2020-

2021-2)-DES1317-2/无/总学

时:128/学分:4

2

3 英语板块(板块) 西方建筑史◇
(3-4节)1-16周/上院307/赵

明/(2020-2021-2)-DES1706-

1/无/总学时:64/学分:4
4

中午
5
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212/陈

茜/(2020-2021-2)-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东中院

4-408/孔繁强,刘小凯/(2020-

2021-2)-DES1317-2/无/总学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体育2板块(板块)

8



211/赵建世/(2020-2021-2)-

MIL1201-9/无/总学时:32/学

分:2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409/闫成/(2020-2021-2)-

MIL1201-2/无/总学时:32/学

分:2

MARX1201-19/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东上院

111/王金凤/(2020-2021-2)-

MARX1201-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2/闵

绪国/(2020-2021-2)-

MARX1201-17/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3/赵

鹏飞/(2020-2021-2)-

MARX1201-16/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412/季

自军/(2020-2021-2)-

MARX1201-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时:128/学分:4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10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302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

星期一 1-4
环境与心理学◇ 周数: 1-8周  地点: 中院406  教师: 戴力农  教学班:(2020-2021-2)-DES1707-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室内环境设计原理与方法◇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406  教师: 戴力农  教学班:(2020-2021-2)-DES170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二
3-4 英语板块(板块)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11  教师: 赵建世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409  教师: 闫成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三

1-2 西方建筑史◇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307  教师: 赵明  教学班:(2020-2021-2)-DES170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7-8 体育2板块(板块)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3-4 西方建筑史◇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307  教师: 赵明  教学班:(2020-2021-2)-DES170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陈茜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111  教师: 王金凤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2  教师: 闵绪国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3  教师: 赵鹏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季自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六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408  教师: 孔繁强,刘小凯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4

6-9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408  教师: 孔繁强,刘小凯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8 学分:4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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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基础2◇
(1-4节)1-8周/未排地点/陈

霆/(2020-2021-2)-DES1317-

4/画室上课/总学时:64/学分

:4

风景园林简史◇
(1-2节)1-16周/东中院4-

307/于冰沁/(2020-2021-2)-

LA1302-1/无/总学时:32/学

分:2

风景园林快速表现◇
(1-4节)1-8周/东上院302/马

红冰/(2020-2021-2)-LA2401-

1/无/总学时:32/学分:2

中国书画▲
(1-4节)9-16周/东中院4-

101/李钢/(2020-2021-2)-

DES1602-1/无/总学时:32/学

分:2

测量学◇
(1-3节)1-16周/下院413/周

拥军/(2020-2021-2)-CE2620-

1/无/总学时:48/学分:3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212/宋奕青/(2020-2021-2)-

PSY1201-3/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1/汪国琴/(2020-2021-2)-

PSY1201-4/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中院

412/薛璟/(2020-2021-2)-

PSY1201-7/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319/石楠/(2020-2021-2)-

PSY1201-6/无/总学时:16/学

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1-2节)2-16周(双)/上院

213/夏俊丽/(2020-2021-2)-

PSY1201-5/无/总学时:16/学

分:1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未排地

点/陈霆/(2020-2021-2)-

DES1317-5/画室上课/总学

时:64/学分:4

2

3 英语板块(板块) 体育2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设计基础2-风景园林设

计与表达◇
(6-12节)1-16周/未排地点

/朱黎青,王玲,陈丹/(2020-

2021-2)-LA1303-1/农生院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2/闵

绪国/(2020-2021-2)-

MARX1201-17/无/总学时

造型基础2◇
(1-4节,6-9节)1-8周/未排地

点/陈霆/(2020-2021-2)-

DES1317-5/画室上课/总学

时:64/学分:4
下午

7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下院312/宋

玲/(2020-2021-2)-MIL1201-

8/无/总学时:32/学分:2

造型基础2◇
(7-10节)1-8周/未排地点/陈

霆/(2020-2021-2)-DES1317-

4/画室上课/总学时:64/学分
8



军事理论◇
(7-8节)1-16周/东上院

205/赵建世/(2020-2021-2)-

MIL1201-1/无/总学时:32/学

分:2

:4 白楼205。大班授课，小班

辅导。/总学时:96/学分:6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212/陈

茜/(2020-2021-2)-

MARX1201-19/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东上院

111/王金凤/(2020-2021-2)-

MARX1201-18/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412/季

自军/(2020-2021-2)-

MARX1201-20/无/总学时

:48/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6-8节)1-16周/中院313/赵

鹏飞/(2020-2021-2)-

MARX1201-16/无/总学时

:48/学分:3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5周,9周,13-15周(单

)/下院213/黑波/(2020-2021-

2)-MARX1205-

21/5.9.13.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下院412/罗莹/(2020-2021-

2)-MARX1205-

24/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10



/上院112/喜苏南/(2020-

2021-2)-MARX1205-

23/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6周,10周,14-15周

/上院111/史宏波/(2020-

2021-2)-MARX1205-

22/6.10.14.15/总学时:8/学分

:0.5

晚上

11
12

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13-13节)1-16周/未排地点

/钱文韬/(2020-2021-2)-

MARX1206-6/虚拟排课/总

学时:32/学分:2

14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F2043401课表 专业：风景园林

星期一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陈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4 选课备注:画室上课 总学时:64 学分:4

7-8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312  教师: 宋玲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军事理论◇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赵建世  教学班:(2020-2021-2)-MIL120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二

1-2 风景园林简史◇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中院4-307  教师: 于冰沁  教学班:(2020-2021-2)-LA13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英语板块(板块)

7-10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陈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4 选课备注:画室上课 总学时:64 学分:4

星期三

1-4
风景园林快速表现◇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上院302  教师: 马红冰  教学班:(2020-2021-2)-LA240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中国书画▲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4-101  教师: 李钢  教学班:(2020-2021-2)-DES16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5周,9周,13-15周(单)  地点: 下院213  教师: 黑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1 选课备注:5.9.13.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下院412  教师: 罗莹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4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喜苏南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3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6周,10周,14-15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史宏波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5-22 选课备注:6.10.14.15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3 测量学◇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413  教师: 周拥军  教学班:(2020-2021-2)-CE2620-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6-12 设计基础2-风景园林设计与表达◇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朱黎青,王玲,陈丹  教学班:(2020-2021-2)-LA1303-1 选课备注:农生院小白楼205。大班授课，小班辅导
。 总学时:96 学分:6

星期五

1-2

英语板块(板块)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宋奕青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1  教师: 汪国琴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薛璟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石楠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大学生心理健康◇ 周数: 2-16周(双)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夏俊丽  教学班:(2020-2021-2)-PSY1201-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6 学分:1

3-4 体育2板块(板块)

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2  教师: 闵绪国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212  教师: 陈茜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上院111  教师: 王金凤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412  教师: 季自军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2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周数: 1-16周  地点: 中院313  教师: 赵鹏飞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1-1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六
1-4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陈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5 选课备注:画室上课 总学时:64 学分:4

6-9 造型基础2◇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陈霆  教学班:(2020-2021-2)-DES1317-5 选课备注:画室上课 总学时:64 学分:4

星期日 13-13 新时代社会认知实践◇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钱文韬  教学班:(2020-2021-2)-MARX1206-6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 总学时:32 学分:2



○: 实习 ★: 上机 ☆: 课程设计 ▲: 其他 ◇: 理论 ●: 实验 打印时间:2020-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