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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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3490电子商务★
(1-2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490-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2/考试/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4020创新管理★
(1-2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020-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2/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3990国际结算★
(1-2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吴姝(讲师)/(2021-

2022-1)-23003990-1/2018国

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专

业/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2/考试/无/周学时:4/总学

时:32/学分:2

2

3 23003990国际结算★
(3-4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吴姝(讲师)/(2021-

2022-1)-23003990-1/2018国

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专

业/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2/考试/无/周学时:4/总学

时:32/学分:2

23004000国际保险学★
(3-4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吴姝(讲师)/(2021-

2022-1)-23004000-1/2018国

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专

业/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2/考试/无/周学时:4/总学

时:32/学分:2

23003930商务英语信函★
(3-5节)1-7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4/田文举(讲师

)/(2021-2022-1)-23003930-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2/考查/无/周

学时:3/总学时:21/学分:1

4

5

下午

6 23004020创新管理★
(6-7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020-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2/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3490电子商务★
(6-7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490-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2/考试/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0541国际投资学(双

语)B★
(6-7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王领(副教授

)/(2021-2022-1)-23000541-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1/考试/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7

8 23004000国际保险学★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吴姝(讲师)/(2021-

2022-1)-23004000-1/2018国

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专

业/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2/考试/无/周学时:4/总学

时:32/学分:2

23000541国际投资学(双

语)B★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王领(副教授

)/(2021-2022-1)-23000541-

1/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1/考试/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9

晚上
10
11
1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1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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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531机械制造技术

(2)(德)★
(1-4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冯鹤敏(副教授

)/(2021-2022-1)-23000531-

1/201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专业/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1/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64/学

分:5

23000531机械制造技术

(2)(德)★
(1-4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4/冯鹤敏(副教授

)/(2021-2022-1)-23000531-

1/201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专业/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1/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64/学

分:5

2
3

4

5

下午

6 23004330欧洲历史与文化

(德）★
(6-7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徐璟玮(助理研究员

)/(2021-2022-1)-23004330-

1/201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专业/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1/考查

/无/周学时:4/总学时:32/学

分:2

23004330欧洲历史与文化

(德）★
(6-7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徐璟玮(助理研究员

)/(2021-2022-1)-23004330-

1/201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专业/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1/考查

/无/周学时:4/总学时:32/学

分:2

7

8
9

晚上
10
11
12

其它课程：机械测试与控制综合实验○段振霞,曲征洪,刘建国,王骏,周龙,徐志林,王飞,苏金环,迟玉伦,李厦,李孝茹(共16周)/3-18周;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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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390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
(1-2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9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5/总学时:48/学分:3

2

23004380机械工程基础

(中德电气)★
(2-4节)2-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李下蹊(工程师

)/(2021-2022-1)-2300438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3 23004250大学德语(5)★
(3-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50-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

课人数:22/考查/无/周学时

:5/总学时:80/学分:4.0

2300382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3)★
(3-4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顾定兰(副教授

)/(2021-2022-1)-2300382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23004250大学德语(5)★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50-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

课人数:22/考查/无/周学时

:5/总学时:80/学分:4.0

23004390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9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5/总学时:48/学分:3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3-5节)9-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4

5

下午

6 23000201电机及拖动基础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0201-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23000441自动控制原理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周颖(实验师)/(2021-

2022-1)-23000441-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专业/教学班人数:50/选

课人数:44/考试/无/周学时

:10/总学时:80/学分:5

23004380机械工程基础

(中德电气)★
(6-8节)14-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李下蹊(工程师

)/(2021-2022-1)-2300438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23000201电机及拖动基础

(德)A★

2300382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3)★
(6-7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顾定兰(副教授

)/(2021-2022-1)-2300382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23000441自动控制原理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周颖(实验师)/(2021-

2022-1)-23000441-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专业/教学班人数:50/选

课人数:44/考试/无/周学时

:10/总学时:80/学分:5

7

8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0201-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6-8节)1-3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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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390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
(1-2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9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5/总学时:48/学分:3

2

23004380机械工程基础

(中德电气)★
(2-4节)2-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李下蹊(工程师

)/(2021-2022-1)-2300438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3 23004250大学德语(5)★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6/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50-2/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

课人数:22/考查/无/周学时

:5/总学时:80/学分:4.0

2300382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3)★
(3-4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顾定兰(副教授

)/(2021-2022-1)-2300382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4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23004250大学德语(5)★
(3-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6/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50-2/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

课人数:22/考查/无/周学时

:5/总学时:80/学分:4.0

23004390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9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5/总学时:48/学分:3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3-5节)9-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4

5

下午

6 23000201电机及拖动基础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0201-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23000441自动控制原理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周颖(实验师)/(2021-

2022-1)-23000441-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专业/教学班人数:50/选

课人数:44/考试/无/周学时

:10/总学时:80/学分:5

23004380机械工程基础

(中德电气)★
(6-8节)14-17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李下蹊(工程师

)/(2021-2022-1)-2300438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23000201电机及拖动基础

(德)A★

2300382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3)★
(6-7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顾定兰(副教授

)/(2021-2022-1)-2300382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360嵌入式系统原理

及应用★

23000441自动控制原理

(德)A★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周颖(实验师)/(2021-

2022-1)-23000441-1/20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

作)/专业/教学班人数:50/选

课人数:44/考试/无/周学时

:10/总学时:80/学分:5

7

8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司呈勇(副教授

)/(2021-2022-1)-23000201-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6-8节)1-3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360-

1/20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专业/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60/学分:5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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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210大学德语(3)★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6/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3/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5/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6/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3/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5/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300380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1)★
(1-2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吴姝(讲师

)/(2021-2022-1)-230038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查/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6/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3/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5/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50/考试/无

/周学时:8/总学时:80/学分

:5.0

2

3 23003780模拟电子技术

(中德电气)★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刘牮/(2021-2022-1)-

23003780-1/2020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48/学分:4

23000360数字系统★
(3-5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刘牮/(2021-2022-

1)-23000360-1/2020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60/学分:5

2300380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1)★
(3-4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吴姝(讲师

)/(2021-2022-1)-230038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查/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4

5

下午

6 23003780模拟电子技术

(中德电气)★
(6-8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刘牮/(2021-2022-1)-

23003780-1/2020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48/学分:4

23000360数字系统★
(6-8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6-7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50/考试/无

/周学时:8/总学时:80/学分

:5.0

23000230电路(2)(德)★
(6-9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周颖(实验师

)/(2021-2022-1)-2300023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23000230电路(2)(德)★
(6-9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周颖(实验师

)/(2021-2022-1)-2300023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7

8



国合楼208/刘牮/(2021-2022-

1)-23000360-1/2020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60/学分:5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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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0/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4/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4/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0/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4/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4/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300380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1)★
(1-2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吴姝(讲师

)/(2021-2022-1)-230038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查/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23004210大学德语(3)★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0/张冰(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4/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24/考查/无

/周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

:8.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50/考试/无

/周学时:8/总学时:80/学分

:5.0

2

3 23003780模拟电子技术

(中德电气)★
(3-5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刘牮/(2021-2022-1)-

23003780-1/2020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48/学分:4

23000360数字系统★
(3-5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刘牮/(2021-2022-

1)-23000360-1/2020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60/学分:5

23003800技术英语(中德

电气)(1)★
(3-4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吴姝(讲师

)/(2021-2022-1)-230038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查/无

/周学时:4/总学时:40/学分:2

4

5

下午

6 23003780模拟电子技术

(中德电气)★
(6-8节)1-8周/军工路校区 国

合楼208/刘牮/(2021-2022-1)-

23003780-1/2020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48/学分:4

23000360数字系统★
(6-8节)9-18周/军工路校区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6-7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50/考试/无

/周学时:8/总学时:80/学分

:5.0

23000230电路(2)(德)★
(6-9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周颖(实验师

)/(2021-2022-1)-2300023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23000230电路(2)(德)★
(6-9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周颖(实验师

)/(2021-2022-1)-23000230-

1/202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50/选课人数:49/考试/无

/周学时:10/总学时:32/学分:5

7

8



国合楼208/刘牮/(2021-2022-

1)-23000360-1/2020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50/选课人数

:49/考试/无/周学时:6/总学

时:60/学分:5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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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5/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3571人力资源管理★
(1-2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57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

3 23004570信息技术★
(3-5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7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60/学分:4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5/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4580微观经济学与世

界经济概论★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8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96/学分:6

23004580微观经济学与世

界经济概论★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8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96/学分:6

4

5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5-5节)13-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5/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下午

6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6-9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2/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5/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3571人力资源管理★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57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4570信息技术★
(6-8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7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60/学分:4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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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1-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6/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2/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3/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3571人力资源管理★
(1-2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57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

3 23004570信息技术★
(3-5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7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60/学分:4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6/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2/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3/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4580微观经济学与世

界经济概论★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8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96/学分:6

23004580微观经济学与世

界经济概论★
(3-5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8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96/学分:6

4

5

下午

6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6-8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6/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2/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3/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23003571人力资源管理★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4/郭健全(副教授

)/(2021-2022-1)-23003571-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专业/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查/无/周

学时:4/总学时:32/学分:2

23004570信息技术★
(6-8节)1-10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08/沈建强(副教授

)/(2021-2022-1)-23004570-

1/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50/选课人数:48/考试/无/周

学时:6/总学时:60/学分:4

7

8

9

23004211大学德语 (3) (中

德国贸)★
(9-9节)13-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6/王晔(讲师

)/(2021-2022-1)-23004211-

2/2020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

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3/考试/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80/学分:9.0

晚上
10
11
12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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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10/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6/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3/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11001530流体力学A★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杨承三(副教授

)/(2021-2022-1)-1100153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查

/无/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10/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6/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3/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2/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80/学

分:5.0

2

3 23004210大学德语(3)★
(3-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210/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6/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3/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22000622线性代数B★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一教250/刘锡平(教授

)/(2021-2022-1)-22000622-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120/选课人数:108/考

试/无/周学时:2/总学时

:32/学分:2.0

4

5

下午

6 23004100技术英语(中德

机械)(1)★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410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4/总学时:16/学

分:2

23001810工程力学(德

)(1)★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崔建昆(副教授

)/(2021-2022-1)-2300181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6-7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2/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80/学

分:5.0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23004100技术英语(中德

机械)(1)★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410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4/总学时:16/学

分:2

23001810工程力学(德

)(1)★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崔建昆(副教授

)/(2021-2022-1)-23001810-

7

8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9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40/学

分:5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40/学

分:5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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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530流体力学A★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杨承三(副教授

)/(2021-2022-1)-1100153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查

/无/周学时:2/总学时:32/学

分:2

23004210大学德语(3)★
(1-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4/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5/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2/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23004210大学德语(3)★
(1-3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4/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5/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2/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1-2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2/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80/学

分:5.0

2

3 23004210大学德语(3)★
(3-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4/郑彧(讲师

)/(2021-2022-1)-23004210-

5/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5/选课人数:22/考查

/无/周学时:10/总学时

:160/学分:8.0

22000622线性代数B★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一教250/刘锡平(教授

)/(2021-2022-1)-22000622-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120/选课人数:108/考

试/无/周学时:2/总学时

:32/学分:2.0

4

23004210大学德语(3)★
(4-4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郑彧(讲师)/(2021-

2022-1)-23004210-5/2020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

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22/考查/无/周

学时:10/总学时:160/学分:8.0

5

下午

6 23004100技术英语(中德

机械)(1)★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410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4/总学时:16/学

分:2

23001810工程力学(德

)(1)★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崔建昆(副教授

)/(2021-2022-1)-23001810-

22001200大学物理(中德

电气)★
(6-7节)1-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4/于海涛(副教授

)/(2021-2022-1)-22001200-

2/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4/考试

/无/周学时:8/总学时:80/学

分:5.0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23004100技术英语(中德

机械)(1)★
(6-7节)9-16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8/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410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4/总学时:16/学

分:2

23001810工程力学(德

)(1)★
(6-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崔建昆(副教授

)/(2021-2022-1)-23001810-

7

8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23001770计算机应用基础

(德)★
(8-9节)1-8周/军工路校区 未

排地点/马艳艳(副教授

)/(2021-2022-1)-23001770-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9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40/学

分:5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1/202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40/学

分:5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50/选课人数:45/考试

/无/周学时:10/总学时:24/学

分:5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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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2节)3-15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高校

）)/(2021-2022-1)-23004190-

2/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22000622线性代数B★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魏连鑫(讲师

)/(2021-2022-1)-22000622-

2/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2021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

:51/考试/无/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0

2

3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4

5

下午

6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高校

）)/(2021-2022-1)-23004190-

2/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5/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4/霍佳(助教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2/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5/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7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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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

教（高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教（高

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622线性代数B★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魏连鑫(讲师

)/(2021-2022-1)-22000622-

2/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2021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

:51/考试/无/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0

2

3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

教（高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4

5

下午

6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教（高

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

教（高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

教（高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6-7节)3-15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2/金苏宁(助教（高

校）)/(2021-2022-1)-

23004190-1/2021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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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3-15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2022-

1)-23004190-4/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5/总学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2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

2022-1)-23004190-4/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

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0/考试/无/周

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2

3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

2022-1)-23004190-4/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

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0/考试/无/周

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4

5

下午

6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2022-

1)-23004190-4/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5/总学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3-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

2022-1)-23004190-4/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

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0/考试/无/周

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2022-

1)-23004190-4/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5/总学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2022-

1)-23004190-4/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5/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5/总学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2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8/周通/(2021-

2022-1)-23004190-4/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

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数

:25/选课人数:0/考试/无/周

学时:25/总学时:450/学分

:20.0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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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4190大学德语(1)★
(1-2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

3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3/王娟(副教授

)/(2021-2022-1)-22000210-

35/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德合作);2021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102/选课

人数:102/考试/无/周学时

:6/总学时:96/学分:6.0

4

5

下午

6 23004190大学德语(1)★
(1-2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7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6-9节)3-19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高校

）)/(2021-2022-1)-23004190-

3/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6/选课人数:0/考试

/无/周学时:25/总学时

:450/学分:20.0

23004190大学德语(1)★
(1-4节,6-9节)3-19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

（高校）)/(2021-2022-1)-

2300419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基

础/教学班人数:26/选课人数

:0/考试/无/周学时:25/总学

时:450/学分:20.0

7

8 23004190大学德语(1)★
(8-9节)3-15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6/石惠(讲师（高校

）)/(2021-2022-1)-23004190-

3/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中德合作)/基础/教学

班人数:26/选课人数:0/考试

/无/周学时:25/总学时

9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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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一教332/刘昌良(讲师

)/(2021-2022-1)-22000210-

38/202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

人数:28/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96/学分

:6.0

23004280德语I★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80-1/2021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8/选

课人数:0/考查/无/周学时

:4/总学时:64/学分:4.0

22000210高等数学A(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一教332/刘昌良(讲师

)/(2021-2022-1)-22000210-

38/202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

人数:28/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96/学分

:6.0

22000622线性代数B★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魏连鑫(讲师

)/(2021-2022-1)-22000622-

2/202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德合作);2021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中德合作)/基础

/教学班人数:79/选课人数

:51/考试/无/周学时:2/总学

时:32/学分:2.0

2

3
4 22000210高等数学A(1)★

(4-5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一教332/刘昌良(讲师

)/(2021-2022-1)-22000210-

38/202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

人数:28/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6/总学时:96/学分

:6.0

5

下午

6 23004280德语I★
(6-7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12/於伟澄/(2021-

2022-1)-23004280-1/2021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

作)/基础/教学班人数:28/选

课人数:0/考查/无/周学时

:4/总学时:64/学分:4.0

7

8
9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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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210高等数学C(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李洋(讲师

)/(2021-2022-1)-2200121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66/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5/总

学时:80/学分:5.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2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

3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2001210高等数学C(1)★
(3-5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李洋(讲师)/(2021-

2022-1)-22001210-2/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

际工程)(中德合作)/基础/教

学班人数:66/选课人数:0/考

试/无/周学时:5/总学时

:80/学分:5.0

4

5

下午

6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2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6-7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2/庄利(讲师

)/(2021-2022-1)-23004560-

1/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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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210高等数学C(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李洋(讲师

)/(2021-2022-1)-2200121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66/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5/总

学时:80/学分:5.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

3 22001210高等数学C(1)★
(3-5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李洋(讲师)/(2021-

2022-1)-22001210-2/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

际工程)(中德合作)/基础/教

学班人数:66/选课人数:0/考

试/无/周学时:5/总学时

:80/学分:5.0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4

5

下午

6 23004560基础德语1★
(6-9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师（高

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6-9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师（高

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7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310/咸俊达(讲

师（高校）)/(2021-2022-1)-

23004560-3/2021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基础/教学班人

数:22/选课人数:0/考试/无

/周学时:24/总学时:384/学分

:24.0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2021-2022学年第1学期 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
)(中德合作)课表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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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210高等数学C(1)★
(1-2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309/李洋(讲师

)/(2021-2022-1)-2200121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66/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5/总

学时:80/学分:5.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2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

3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2001210高等数学C(1)★
(3-5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未排地点/李洋(讲师)/(2021-

2022-1)-22001210-2/2021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

际工程)(中德合作)/基础/教

学班人数:66/选课人数:0/考

试/无/周学时:5/总学时

:80/学分:5.0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4

5

下午

6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6-9节)3-18周/军工路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1-2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23004560基础德语1★
(3-4节,6-9节)3-18周/军工路

校区 国合楼402/郑轶(编辑

)/(2021-2022-1)-23004560-

2/202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

)/基础/教学班人数:22/选课

人数:0/考试/无/周学时

:24/总学时:384/学分:24.0

7
8

9

晚上
10
11
12

★: 讲课 ○: 实验 ●: 实践 ◇: 上机 ◆: 讨论 打印时间: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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