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 一
二节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9班（非全日
制） ｛9-12周[教师:邹文轩]、
13-16周[教师:孙继平]｝；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4班 ｛9-16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
204]｝
18班 ｛1-8周[教师:臧嫦艳,地点:南堂
206]｝
24班 ｛1-8周[教师:吕鹏飞,地点:南堂
202]｝
28班 ｛9-16周[教师:沈丹,地点:南堂201]｝
31班 ｛9-16周[教师:孙玉超,地点:南堂
203]｝
37班 ｛1-8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
204]｝
能源英语：
1班 ｛1-8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205]｝
5班 ｛9-16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202]
GZK1班 ｛9-16周[教师:武学锋,地点:新能源
大厦267]｝
最优化方法2班 ｛9-16周[教师:王娟,地点:
东环301]｝（地院、海空、控制）
高等工程数学1班(专硕)｛1-6周[教师:王清
河,地点:东环301]｝（石工、化院、机电、计
算机、海空）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班 ｛1-3周[教师:外教1]、4-8周[教
师:郭月琴][地点:南堂201]｝
21班 ｛1-8周[教师:王艳,地点:南堂
202]｝
26班 ｛1-8周[教师:吕鹏飞,地点:南堂
206]｝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1班 ｛1-8周
[教师:沈丹,地点:南堂204]｝
最优化方法1班 ｛9-13周[教师:殷海青,
地点:南堂420]｝（储运、计算机）
高等工程数学2班(专硕)｛1-6周[教师:王
清河,地点:东环301]｝（地院、控制、储
运）

公共体育：1-8周 9-16周（地院、机电、计算
机、经管、文法、马克思、体育、外国语）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班 ｛9-16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201]｝
39班 ｛1-8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204]｝
跨文化沟通1班 ｛9-16周[教师:王艳,地点:南
堂203]｝
最优化方法2班 ｛9-16周[教师:王娟,地点:东
环301]｝（地院、控制、海空）
数学物理方法1班 ｛1-5周[教师:郭会,地点:南
教312]｝（地院、石工、化院、储运）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2班 ｛1-8周[教师:郑琳,地点:南堂
206]｝
23班 ｛1-8周[教师:王艳,地点:南堂
202]｝；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3班 ｛1-8周[教师:臧
嫦艳,地点:南堂203]｝；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2班 ｛1-8周[教师:
孔媛媛,地点:南堂20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7班 ｛9-16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205]｝
35班 ｛9-16周[教师:孙玉超,地点:南堂203]｝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4班 ｛1-8周[教师:孔媛媛,地点:南堂201]｝
7班 ｛9-16周[教师:孔媛媛,地点:南堂202]｝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3班 ｛9-16周[教
师:吕鹏飞,地点:南堂206]｝
高等工程数学线上教学班(专硕)｛1-6周[教师:
王清河]｝（新能源、材料、非全）

知识产权基础1班 （全日、非全日混合）
｛11-13周[教师:王菊娥,地点:南堂121]｝
（文法、储运、外国语）

第 八
九节

信息检索2班 ｛2-9周[教师:于世花,地点:微
401]｝（经管、文法、马克思、体育、外国
语）

最优化方法GZK班 ｛9-13周[教师:殷海青,地
点:新能源大厦237]｝（新能源、材料） 第八
节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2班 ｛1-8周[教师:臧
嫦艳,地点:南堂206]｝
能源英语4班 ｛1-8周[教师:孙继平,地
点:南堂203]
随机过程1班 ｛3-10周[教师:左文杰,地
点:南教313]｝（控制、计算机、海空）
第八节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30班 ｛9-16周[教师:沈
丹,地点:南堂202]｝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6班 ｛1-8周[教师:外教2,地
点:南堂201]｝
能源英语8班 ｛9-16周[教师:武学锋,地点:南
堂206]｝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6班 ｛9-16周[教师:孔媛
媛,地点:南堂204]｝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8班 ｛1-8周[教师:外
教2,地点:南堂201]｝
自然辩证法概论GZK3班 ｛3-7周[教师:
叶立国,地点:新能源大厦236]｝（新能
源、材料）
最优化方法1班 ｛9-13周[教师:殷海
青,地点:南堂420]｝（储运、计算机）
第八节

最优化方法GZK班 ｛9-13周[教师:殷海青,地
点:新能源大厦237] 第八节 SPSS及其应用1班（全日、非全混合） ｛1-3

周[教师:徐凌,地点:南堂420]｝（储运、体
育、文法）第九节

第 十
、 十
一 、
十 二
节

自然辩证法概论非全日制班 ｛2-7
周[教师:叶立国]｝

SPSS及其应用1班 ｛1-2周[教师:
徐凌,地点:南堂420]｝；（储运
、体育、文法）

模糊数学1班 ｛1-8周[教师:张海军,地点:南
教312]｝（计算机、海空） 第十、十一节

人工神经网络1班 ｛9-14周[教师:裴振
奎,地点:南堂220]｝（海空、石工、控制
、储运、地院、化院） 9-13周为10-12
节，14周10-11节
自然辩证法概论：
5班 ｛2-7周[教师:夏从亚,地点:东环
301]｝（地院、经管）
7班 ｛8-13周[教师:夏从亚,地点:东环
301]｝（化院、计算机、理学院、海空）
高等工程数学线上教学班(专硕)｛1-8周
[教师:牟海宁]｝（新能源、材料、非
全）

自然辩证法概论：
6班 ｛2-7周[教师:夏从亚,地点:东廊303]｝
（地院、经管）
8班 ｛8-13周[教师:夏从亚,地点:东环301]｝
（化院、计算机、理学院、海空）
模糊数学1班 ｛1-8周[教师:张海军,地点:南教
312]｝（计算机、海空） 第十、十一节

人工神经网络1班 ｛9-13周[教师:裴振
奎,地点:南堂220]｝（海空、石工、控
制、储运、地院、化院）
高等工程数学1班(专硕)｛1-8周[教师:
牟海宁,地点:东环301]｝（石工、化院
、机电、计算机、海空）

SPSS及其应用1班（全日、非全混合） ｛1-3
周[教师:徐凌,地点:南堂420]｝（储运、体
育、文法）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7班 ｛1-8周[教师:外
教2,地点:南堂201]｝；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1班 ｛9-16周[教师:
郭加树,地点:图书馆2期A105]｝（石工
、化院、计算机）
自然辩证法概论GZK2班 ｛3-7周[教师:
叶立国,地点:新能源大厦236]｝（新能
源、材料）
最优化方法1班 ｛9-14周[教师:殷海
青,地点:南堂420]｝（储运、计算机）

自然辩证法概论GZK4班 ｛3-7周[教师:叶立国,
地点:新能源大厦236]｝；
最优化方法GZK班 ｛9-13周[教师:殷海青,地
点:新能源大厦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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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第三四节
17班 ｛1-3周[教师:外教1]、4-8周[教
师:郭月琴][地点:南堂201]｝
22班 ｛1-8周[教师:王艳,地点:南堂
202]｝
27班 ｛1-8周[教师:吕鹏飞,地点:南堂
206]｝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GZK1班 ｛1-8周[教师:
孙玉超,地点:新能源大厦267]｝；第三四
节
出国留学英语5班 ｛9-16周[教师:马金
芳,地点:南堂201]｝ 第三四节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2班 ｛1-8周
[教师:沈丹,地点:南堂204]｝；第三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班 ｛12-
13周[教师:刘继高]、14-15周[教师:汪怀
君]、16-17周[教师:刘超][地点:东环
301]｝（马克思、外语、体育、文法）
自然辩证法概论：
2班 ｛7-12周[教师:张璐,地点:东廊
303]｝（机电、储运）
9班 ｛7-12周[教师:林旺,地点:西廊
303]｝（化院、计算机、理学院、海空）
数学物理方法GZK1班 ｛1-6周[教师:郭
会,地点:新能源大厦236]｝；（新能源、
材料）第三四节
数学物理方法GZK2班 ｛1-6周[教师:田璐
璐,地点:文体中心B71（B72-1）]｝；
（新能源、材料）第三四节
最优化方法1班 ｛9-13周[教师:殷海青,
地点:南堂420]｝（储运、计算机）第三
节
高等工程数学2班 ｛1-6周[教师:王清河,
地点:东环301]｝（控制、储运、地院）
第三四节

第三
、四
、五
节

信息检索3班（非全日制） ｛2-9
周[教师:刘惠,地点:微4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非全
日制班 ｛12-13周[教师:刘继高]
、14-15周[教师:汪怀君]｝；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第三四节
5班 ｛9-16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
204]｝
19班 ｛1-8周[教师:臧嫦艳,地点:南堂
206]｝
25班 ｛1-8周[教师:吕鹏飞,地点:南堂
202]｝
29班 ｛9-16周[教师:沈丹,地点:南堂201]｝
32班 ｛9-16周[教师:孙玉超,地点:南堂
203]｝
38班 ｛1-8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
204]｝
出国留学英语：1班 ｛1-8周[教师:马金芳,
地点:南堂203]｝ 第三四节
能源英语：
2班 ｛1-8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205]｝
6班 ｛9-16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
202]｝
GZK2班 ｛9-16周[教师:武学锋,地点:新能源
大厦267]｝
信息检索GZK班 ｛2-9周[教师:张芳,地点:新
能源大厦244]｝（新能源、材料）第三四节
自然辩证法概论1班 ｛7-12周[教师:张璐,地
点:东环301]｝（机电、储运）
高等工程数学1班(专硕)｛1-6周[教师:王清
河,地点:东环301]｝（石工、化院、机电、计
算机、海空） 第三四节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第三四节
3班 ｛1-8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204]｝
10班 ｛1-8周[教师:郑琳,地点:南堂202]｝
14班 ｛9-16周[教师:郑琳,地点:南堂202]｝
20班 ｛9-16周[教师:孙继平,地点:南堂201]｝
GZK1班 ｛1-8周[教师:王艳,地点:新能源大厦
267]｝
GZK3班 ｛1-8周[教师:沈丹,地点:新能源大厦
236]｝
出国留学英语3班 ｛1-8周[教师:马金芳,地点:
南堂201]｝第三四节
跨文化沟通2班 ｛9-16周[教师:王艳,地点:南
堂203]｝第三四节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GZK1班 ｛1-8周[教师:孔
媛媛,地点:新能源大厦237]｝第三四节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GZK1班 ｛9-16周
[教师:吕鹏飞,地点:新能源大厦267]｝第三四
节
自然辩证法概论3班 ｛7-12周[教师:张璐,地
点:东环301]｝（石工、控制）
数学物理方法1班 ｛6周[教师:鲍文娣,地点:南
教312]｝第三四节 （地院、石工、化院、储
运）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13班 ｛1-8周[教
师:郑琳,地点:南堂206]｝第三四节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4班 ｛1-8周[教师:臧
嫦艳,地点:南堂203]｝；第三四节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3班 ｛1-8周[教师:
孔媛媛,地点:南堂204]｝第三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2班 ｛12-
13周[教师:刘继高]、14-15周[教师:汪
怀君]、16-17周[教师:刘超][地点:东
环301]｝（马克思、外语、体育、文
法）
自然辩证法概论：
4班 ｛7-12周[教师:张璐,地点:东廊
303]｝（石工、控制）
10班 ｛7-12周[教师:林旺,地点:西廊
303]｝（化院、计算机、理学院、海
空）
GZK1班 ｛3-7周[教师:叶立国,地点:新
能源大厦236]｝；（新能源、材料）
随机过程1班 ｛3-10周[教师:左文杰,
地点:南堂520]｝（控制、计算机、海
空）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8班 ｛9-16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205]｝
36班 ｛9-16周[教师:孙玉超,地点:南堂203]｝
跨文化沟通3班 ｛9-16周[教师:王艳,地点:南
堂201]｝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5班 ｛1-8周[教师:孔媛媛,地点:南堂201]｝
8班 ｛9-16周[教师:孔媛媛,地点:南堂202]｝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4班 ｛9-16周[教
师:吕鹏飞,地点:南堂206]｝
研究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能力训练1班 ｛3-5
周[教师:毕静]、6-7周[教师:梅琳]、8-10周
[教师:刘笑][地点:南堂302]｝
自然辩证法概论GZK5班 ｛3-7周[教师:叶立国,
地点:新能源大厦236]｝（新能源、材料）第三
四节
高等工程数学2班(专硕)｛1-8周[教师:牟海宁,
地点:东环301]｝（地院、控制、储运）
高等工程数学线上教学班(专硕)｛1-6周[教师:
王清河]｝第三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非全日制班
｛16-17周[教师:刘超,地点:东环301]｝

知识产权基础1班 （全日、非全日混合）
｛11-13周[教师:王菊娥,地点:南堂121]｝
（文法、储运、外国语） 第三四节

第六
七节

出国留学英语：
2班 ｛1-8周[教师:马金芳,地点:南堂203]｝
GZK1班 ｛9-16周[教师:马金芳,地点:新能源
大厦267]｝
信息检索1班 ｛2-9周[教师:韦丽,地点:微
401]｝（地院、石工、化院、机电、控制、储
运、海空）
最优化方法GZK班 ｛9-14周[教师:殷海青,地
点:新能源大厦237]｝（新能源、材料）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34班 ｛9-16周[教师:孙
玉超,地点:南堂20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班 ｛1-8周[教师:臧嫦艳,地点:南堂
206]｝
GZK2班 ｛1-8周[教师:孙玉超,地点:新能
源大厦267]｝
出国留学英语6班 ｛9-16周[教师:马金
芳,地点:南堂201]｝
能源英语3班 ｛1-8周[教师:孙继平,地
点:南堂203]｝
数学物理方法GZK1班 ｛1-6周[教师:郭
会,地点:新能源大厦236]｝；（新能源、
材料）第三四节
数学物理方法GZK2班 ｛1-6周[教师:田璐
璐,地点:文体中心B71（B72-1）]｝；
（新能源、材料）第三四节
随机过程1班 ｛3-10周[教师:左文杰,地
点:南堂520]｝（控制、计算机、海空）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2班 ｛9-16周[教师:沈丹,地点:南堂202]｝
6班 ｛9-16周[教师:邹文轩,地点:南堂220]｝
11班 ｛1-8周[教师:郑琳,地点:南堂202]｝
15班 ｛9-16周[教师:郑琳,地点:南堂201]｝
33班 ｛9-16周[教师:孙玉超,地点:南堂203]｝
GZK2班 ｛1-8周[教师:王艳,地点:新能源大厦
267]｝
GZK4班 ｛1-8周[教师:沈丹,地点:新能源大厦
236]｝
GZK5班 ｛9-16周[教师:吕鹏飞,地点:新能源大
厦267]｝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5班 ｛1-8周[教师:外教2,地
点:南堂201]｝
出国留学英语：
4班 ｛1-8周[教师:马金芳,地点:南堂203]｝
7班 ｛9-16周[教师:马金芳,地点:南堂205]｝
能源英语7班 ｛9-16周[教师:武学锋,地点:南
堂206]｝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1班 ｛9-16周[教师:孔媛
媛,地点:南堂204]｝
石油文化概论1班 ｛1-8周[教师:张卫东,地点:
南堂412]｝（马克思）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1班 ｛9-16周[教师:郭加树,
地点:图书馆2期A105]｝（石工、化院、计算
机）
数学物理方法1班 ｛1-5周[教师:郭会]、6周
[教师:鲍文娣][地点:南教312]｝（地院、石工
、化院、储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