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风景园林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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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植物综合实验1▲
(1-3节)1-16周/未排地点/唐

东芹,罗震伟,杜红梅,张荻

/(2020-2021-2)-GA214-1/地

点：农生实验室207。/总学

时:0/学分:1

中国建筑史◇
(1-2节)1-12周/东中院4-

201/蔡军/(2020-2021-2)-

AR304-1/无/总学时:48/学分

:3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2◇
(1-4节)1-12周/未排地点/李

丰衣,莫非/(2020-2021-2)-

GA209-1/大班授课，小班

辅导。上课地点：农生小

白楼203室/总学时:0/学分:3

建筑构造（1）◇
(1-2节)1-15周(单)/东中院4-

201/张会波/(2020-2021-2)-

AR202-1/无/总学时:48/学分

:3

园林花卉学1◇
(1-2节)1-16周/下院101/杜

红梅,李洁,罗震伟/(2020-

2021-2)-GA215-1/无/总学时

:32/学分:2

2

3 建筑构造（1）◇
(3-4节)1-16周/东中院4-

201/张会波/(2020-2021-2)-

AR202-1/无/总学时:48/学分

:3

中国建筑史◇
(3-4节)1-12周/东中院4-

201/蔡军/(2020-2021-2)-

AR304-1/无/总学时:48/学分

:3

体育4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1/安

维复/(2020-2021-2)-TH007-

7/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2/刘

立萍/(2020-2021-2)-TH007-

6/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318/鲍

金/(2020-2021-2)-TH007-

5/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213/周

露平/(2020-2021-2)-TH007-

4/无/总学时:48/学分:3

下午

7 园林树木学1◇
(7-8节)1-16周/下院103/唐

东芹,张荻/(2020-2021-2)-

GA210-1/无/总学时:48/学分

:3

风景园林设计2◇
(7-10节)1-16周/未排地点

/于冰沁,汤晓敏/(2020-2021-

2)-GA213-1/上课地点：农

生学院制图室。1-18周，当

中有两次休课，安排自行

现场考察与完成设计作业

。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每

个班分为3个小组。/总学时

:0/学分:4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7/冯霞/(2020-2021-

2)-TH020-27/无/总学时

: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9/吕江英/(2020-

2021-2)-TH020-29/无/总学

园林树木学1◇
(9-10节)1-15周(单)/下院

103/唐东芹,张荻/(2020-

2021-2)-GA210-1/无/总学时

:48/学分:3

10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下院112/邱美荣/(2020-

2021-2)-TH020-30/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东上院205/许艳/(2020-

2021-2)-TH020-28/无/总学

时:8/学分:0.5

晚上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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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风景园林课表 专业：风景园林

星期一 1-3 园林植物综合实验1▲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唐东芹,罗震伟,杜红梅,张荻  教学班:(2020-2021-2)-GA214-1 选课备注:地点：农生实验室207。 总学时
:0 学分:1

星期二

1-2 中国建筑史◇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蔡军  教学班:(2020-2021-2)-AR3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3-4 建筑构造（1）◇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张会波  教学班:(2020-2021-2)-AR2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7-8 园林树木学1◇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103  教师: 唐东芹,张荻  教学班:(2020-2021-2)-GA210-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三

1-4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2◇ 周数: 1-12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李丰衣,莫非  教学班:(2020-2021-2)-GA209-1 选课备注:大班授课，小班辅导。上课地点：农生小白楼
203室 总学时:0 学分:3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7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吕江英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下院112  教师: 邱美荣  教学班:(2020-2021-2)-TH020-3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许艳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2 建筑构造（1）◇ 周数: 1-15周(单)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张会波  教学班:(2020-2021-2)-AR2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3-4 中国建筑史◇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蔡军  教学班:(2020-2021-2)-AR3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安维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刘立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318  教师: 鲍金  教学班:(2020-2021-2)-TH007-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周露平  教学班:(2020-2021-2)-TH007-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9-10 园林树木学1◇ 周数: 1-15周(单)  地点: 下院103  教师: 唐东芹,张荻  教学班:(2020-2021-2)-GA210-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五

1-2 园林花卉学1◇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101  教师: 杜红梅,李洁,罗震伟  教学班:(2020-2021-2)-GA2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3-4 体育4板块(板块)

7-10 风景园林设计2◇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于冰沁,汤晓敏  教学班:(2020-2021-2)-GA213-1 选课备注:上课地点：农生学院制图室。1-18周，当中
有两次休课，安排自行现场考察与完成设计作业。大班授课小班辅导，每个班分为3个小组。 总学时:0 学分: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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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工业设计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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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设计2▲
(1-4节)1-12周/东中院4-

404/韩挺,张湛/(2020-2021-

2)-ID419-1/2019级工业设计

辅修可选/总学时:72/学分:6

产品设计2▲
(1-4节)1-12周/东中院4-

404/韩挺,张湛/(2020-2021-

2)-ID419-1/2019级工业设计

辅修可选/总学时:72/学分:6

材料与结构◇
(1-4节)1-8周/东中院4-

101/周年国/(2020-2021-2)-

ID420-1/2019级工业设计辅

修可选/总学时:32/学分:2

加工工艺◇
(1-4节)9-16周/中院101/李

虎林/(2020-2021-2)-ID418-

1/无/总学时:32/学分:2

2
3

4

中午
5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2/徐

艳如/(2020-2021-2)-TH007-

3/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1/祝

薇/(2020-2021-2)-TH007-

1/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211/贾

鹏飞/(2020-2021-2)-TH007-

2/无/总学时:48/学分:3

计算机辅助设计2▲
(6-9节)1-8周/东中院4-

101/刘春荣/(2020-2021-2)-

IO409-1/2019级工业设计辅

修可选/总学时:32/学分:2

人机工程学◇
(6-9节)9-16周/东中院1-

303/董占勋/(2020-2021-2)-

ID204-1/无/总学时:32/学分

:2

下午

7 体育4板块(板块)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东上院205/许艳/(2020-

2021-2)-TH020-28/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下院112/邱美荣/(2020-

2021-2)-TH020-30/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7/冯霞/(2020-2021-

10

开源与建模◇
(10-13节)1-12周/东中院4-

104/刘钊/(2020-2021-2)-

ID417-1/19级工业设计辅修

可选/总学时:48/学分:3



2)-TH020-27/无/总学时

: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9/吕江英/(2020-

2021-2)-TH020-29/无/总学

时:8/学分:0.5

晚上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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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工业设计课表 专业：工业设计

星期一

1-4 产品设计2▲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404  教师: 韩挺,张湛  教学班:(2020-2021-2)-ID419-1 选课备注:20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72 学分:6

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徐艳如  教学班:(2020-2021-2)-TH007-3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祝薇  教学班:(2020-2021-2)-TH007-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211  教师: 贾鹏飞  教学班:(2020-2021-2)-TH007-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二
7-8 体育4板块(板块)

10-13 开源与建模◇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104  教师: 刘钊  教学班:(2020-2021-2)-ID417-1 选课备注: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三

1-4 产品设计2▲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404  教师: 韩挺,张湛  教学班:(2020-2021-2)-ID419-1 选课备注:20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72 学分:6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许艳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下院112  教师: 邱美荣  教学班:(2020-2021-2)-TH020-3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7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吕江英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6-9
计算机辅助设计2▲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101  教师: 刘春荣  教学班:(2020-2021-2)-IO409-1 选课备注:20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32 学分:2

人机工程学◇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1-303  教师: 董占勋  教学班:(2020-2021-2)-ID2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五 1-4
材料与结构◇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4-101  教师: 周年国  教学班:(2020-2021-2)-ID420-1 选课备注:20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32 学分:2

加工工艺◇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101  教师: 李虎林  教学班:(2020-2021-2)-ID418-1 选课备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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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建筑学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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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史◇
(1-2节)1-12周/东中院4-

201/蔡军/(2020-2021-2)-

AR304-1/无/总学时:48/学分

:3

建筑构造（1）◇
(1-2节)1-15周(单)/东中院4-

201/张会波/(2020-2021-2)-

AR202-1/无/总学时:48/学分

:3

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1-4节)1-8周/不排教室/宋

晓冰/(2020-2021-2)-CV218-

1/虚拟排课，周六4节连上

。地点：土木环境楼或木

兰楼A100号学生创新中心

分中心。/总学时:16/学分:1

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1-4节)1-8周/不排教室/陈

思佳/(2020-2021-2)-CV218-

2/虚拟排课，周六4节连上

。地点：土木环境楼或木

兰楼A100号学生创新中心

分中心。/总学时:16/学分:1

2

3 建筑设计原理（下）◇
(3-5节)1-16周/下院103/范

文兵/(2020-2021-2)-AR230-

1/无/总学时:48/学分:3

建筑构造（1）◇
(3-4节)1-16周/东中院4-

201/张会波/(2020-2021-2)-

AR202-1/无/总学时:48/学分

:3

体育4板块(板块) 中国建筑史◇
(3-4节)1-12周/东中院4-

201/蔡军/(2020-2021-2)-

AR304-1/无/总学时:48/学分

:3

4

中午
5
6

下午

7 建筑设计及原理（1-

2）◇
(7-10节)1周/下院102/赵冬

梅,刘小凯,张子琪,范文兵

/(2020-2021-2)-AR204-1/第

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

媒体教室，之后课程在建

筑馆201上课。/总学时

:32/学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1-

2）◇
(7-10节)2-16周/未排地点

/赵冬梅,刘小凯,范文兵,张

子琪/(2020-2021-2)-AR204-

1/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

多媒体教室，之后课程在

建筑馆201上课。/总学时

:32/学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1-

2）◇
(7-10节)1周/下院102/赵冬

梅,张子琪,范文兵,刘小凯

/(2020-2021-2)-AR204-1/第

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

媒体教室，之后课程在建

筑馆201上课。/总学时

:32/学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1-

2）◇
(7-10节)2-16周/未排地点

/赵冬梅,范文兵,刘小凯,张

子琪/(2020-2021-2)-AR204-

1/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

多媒体教室，之后课程在

建筑馆201上课。/总学时

:32/学分:8

结构构思与建筑设计◇
(7-8节)1-16周/未排地点/宋

晓冰/(2020-2021-2)-CE2621-

1/周末虚拟排课，上课地点

是建筑馆401/总学时:32/学

分:2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东上院205/许艳/(2020-

2021-2)-TH020-28/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7/冯霞/(2020-2021-

2)-TH020-27/无/总学时

: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9/吕江英/(2020-

2021-2)-TH020-29/无/总学

时:8/学分:0.5

10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下院112/邱美荣/(2020-

2021-2)-TH020-30/无/总学

时:8/学分:0.5

晚上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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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建筑学课表 专业：建筑学

星期一

3-5 建筑设计原理（下）◇ 周数: 1-16周  地点: 下院103  教师: 范文兵  教学班:(2020-2021-2)-AR230-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7-10
建筑设计及原理（1-2）◇ 周数: 1周  地点: 下院102  教师: 赵冬梅,刘小凯,张子琪,范文兵  教学班:(2020-2021-2)-AR204-1 选课备注: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媒体教

室，之后课程在建筑馆201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1-2）◇ 周数: 2-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赵冬梅,刘小凯,范文兵,张子琪  教学班:(2020-2021-2)-AR204-1 选课备注: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媒
体教室，之后课程在建筑馆201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8

星期二
1-2 中国建筑史◇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蔡军  教学班:(2020-2021-2)-AR3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3-4 建筑构造（1）◇ 周数: 1-16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张会波  教学班:(2020-2021-2)-AR2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三

3-4 体育4板块(板块)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许艳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7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吕江英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下院112  教师: 邱美荣  教学班:(2020-2021-2)-TH020-3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2 建筑构造（1）◇ 周数: 1-15周(单)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张会波  教学班:(2020-2021-2)-AR20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3-4 中国建筑史◇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201  教师: 蔡军  教学班:(2020-2021-2)-AR30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7-10
建筑设计及原理（1-2）◇ 周数: 1周  地点: 下院102  教师: 赵冬梅,张子琪,范文兵,刘小凯  教学班:(2020-2021-2)-AR204-1 选课备注: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媒体教

室，之后课程在建筑馆201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8

建筑设计及原理（1-2）◇ 周数: 2-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赵冬梅,范文兵,刘小凯,张子琪  教学班:(2020-2021-2)-AR204-1 选课备注:第一周的第一次课需安排多媒
体教室，之后课程在建筑馆201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8

星期六
1-4

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周数: 1-8周  地点: 不排教室  教师: 宋晓冰  教学班:(2020-2021-2)-CV218-1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周六4节连上。地点：土木环境楼或木兰
楼A100号学生创新中心分中心。 总学时:16 学分:1

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周数: 1-8周  地点: 不排教室  教师: 陈思佳  教学班:(2020-2021-2)-CV218-2 选课备注:虚拟排课，周六4节连上。地点：土木环境楼或木兰
楼A100号学生创新中心分中心。 总学时:16 学分:1

7-8 结构构思与建筑设计◇ 周数: 1-16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宋晓冰  教学班:(2020-2021-2)-CE2621-1 选课备注:周末虚拟排课，上课地点是建筑馆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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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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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环境设计1◇
(1-6节)1-8周/中院407/苏晓

静/(2020-2021-2)-AD415-

1/无/总学时:8/学分:6

室内环境设计2◇
(1-6节)9-16周/中院407/杨

海勇/(2020-2021-2)-AD413-

1/无/总学时:12/学分:6

中国古代建筑史◇
(1-4节)9-16周/东中院4-

408/赵明/(2020-2021-2)-

AD411-1/无/总学时:32/学分

:2

体验与环境设计◇
(1-6节)1-8周/中院407/戴力

农/(2020-2021-2)-ID421-

1/无/总学时:12/学分:3

户外环境设计1◇
(1-6节)1-8周/中院407/苏晓

静/(2020-2021-2)-AD415-

1/无/总学时:8/学分:6

室内环境设计2◇
(1-6节)9-16周/中院407/杨

海勇/(2020-2021-2)-AD413-

1/无/总学时:12/学分:6

2
3 体育4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2/刘

立萍/(2020-2021-2)-TH007-

6/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318/鲍

金/(2020-2021-2)-TH007-

5/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1/安

维复/(2020-2021-2)-TH007-

7/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213/周

露平/(2020-2021-2)-TH007-

4/无/总学时:48/学分:3
下午

7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9/吕江英/(2020-

2021-2)-TH020-29/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下院112/邱美荣/(2020-

2021-2)-TH020-30/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东上院205/许艳/(2020-

10



2021-2)-TH020-28/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7/冯霞/(2020-2021-

2)-TH020-27/无/总学时

:8/学分:0.5

晚上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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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课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方向)

星期一 1-6
户外环境设计1◇ 周数: 1-8周  地点: 中院407  教师: 苏晓静  教学班:(2020-2021-2)-AD4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6

室内环境设计2◇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407  教师: 杨海勇  教学班:(2020-2021-2)-AD41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 学分:6

星期二
1-4 中国古代建筑史◇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4-408  教师: 赵明  教学班:(2020-2021-2)-AD41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1-6 体验与环境设计◇ 周数: 1-8周  地点: 中院407  教师: 戴力农  教学班:(2020-2021-2)-ID421-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 学分:3

星期三

1-6
户外环境设计1◇ 周数: 1-8周  地点: 中院407  教师: 苏晓静  教学班:(2020-2021-2)-AD415-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6

室内环境设计2◇ 周数: 9-16周  地点: 中院407  教师: 杨海勇  教学班:(2020-2021-2)-AD413-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12 学分:6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吕江英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下院112  教师: 邱美荣  教学班:(2020-2021-2)-TH020-3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许艳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7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刘立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318  教师: 鲍金  教学班:(2020-2021-2)-TH007-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安维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周露平  教学班:(2020-2021-2)-TH007-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五 3-4 体育4板块(板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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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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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设计2-交互绘本

创作◇
(1-8节)9-16周/东中院2-

305/刘博/(2020-2021-2)-

AD412-1/无/总学时:64/学分

:4

广告摄影◇
(6-9节)1-8周/未排地点/张

帆/(2020-2021-2)-AD232-

1/在工训中心上课/总学时

:32/学分:2

创意实践2-广告设计

（1）◇
(1-6节)1-8周/东中院2-

305/王炜/(2020-2021-2)-

AD416-1/无/总学时:48/学分

:6

空间导向设计▲
(1-6节)9-16周/东中院2-

305/李鹏程/(2020-2021-2)-

AD226-2/无/总学时:48/学分

:3

设计表达3-视觉系统建

构◇
(1-4节)9-16周/东中院2-

305/李鹏程/(2020-2021-2)-

AD414-1/无/总学时:32/学分

:2

创意实践2-广告设计

（1）◇
(1-6节)1-8周/东中院2-

305/王炜/(2020-2021-2)-

AD416-1/无/总学时:48/学分

:6

2
3 体育4板块(板块)

4

中午

5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1/安

维复/(2020-2021-2)-TH007-

7/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112/刘

立萍/(2020-2021-2)-TH007-

6/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318/鲍

金/(2020-2021-2)-TH007-

5/无/总学时:48/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8节)1-16周/上院213/周

露平/(2020-2021-2)-TH007-

4/无/总学时:48/学分:3
下午

7

8

9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9/吕江英/(2020-

2021-2)-TH020-29/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下院112/邱美荣/(2020-

2021-2)-TH020-30/无/总学

时:8/学分:0.5

10

开源与建模◇
(10-13节)1-12周/东中院4-

104/刘钊/(2020-2021-2)-

ID417-1/19级工业设计辅修

可选/总学时:48/学分:3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东上院205/许艳/(2020-

2021-2)-TH020-28/无/总学

时:8/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9-10节)4周,8周,12周,15周

/上院317/冯霞/(2020-2021-

2)-TH020-27/无/总学时

:8/学分:0.5

晚上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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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2019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课
表

专业：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星期一
1-8 新媒体设计2-交互绘本创作◇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2-305  教师: 刘博  教学班:(2020-2021-2)-AD412-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64 学分:4

6-9 广告摄影◇ 周数: 1-8周  地点: 未排地点  教师: 张帆  教学班:(2020-2021-2)-AD232-1 选课备注:在工训中心上课 总学时:32 学分:2

星期二
1-6

创意实践2-广告设计（1）◇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2-305  教师: 王炜  教学班:(2020-2021-2)-AD41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6

空间导向设计▲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2-305  教师: 李鹏程  教学班:(2020-2021-2)-AD226-2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10-13 开源与建模◇ 周数: 1-12周  地点: 东中院4-104  教师: 刘钊  教学班:(2020-2021-2)-ID417-1 选课备注:19级工业设计辅修可选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三

3-4 体育4板块(板块)

9-10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9  教师: 吕江英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9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下院112  教师: 邱美荣  教学班:(2020-2021-2)-TH020-30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东上院205  教师: 许艳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8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形势与政策◇ 周数: 4周,8周,12周,15周  地点: 上院317  教师: 冯霞  教学班:(2020-2021-2)-TH020-2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8 学分:0.5

星期四

1-4 设计表达3-视觉系统建构◇ 周数: 9-16周  地点: 东中院2-305  教师: 李鹏程  教学班:(2020-2021-2)-AD414-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32 学分:2

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1  教师: 安维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7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112  教师: 刘立萍  教学班:(2020-2021-2)-TH007-6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318  教师: 鲍金  教学班:(2020-2021-2)-TH007-5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数: 1-16周  地点: 上院213  教师: 周露平  教学班:(2020-2021-2)-TH007-4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3

星期五 1-6 创意实践2-广告设计（1）◇ 周数: 1-8周  地点: 东中院2-305  教师: 王炜  教学班:(2020-2021-2)-AD416-1 选课备注:无 总学时:48 学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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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