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一
二
节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
策(德)◇2节/周(01-
07)[1-2节]◇中德楼
102◇吴姝.
 期权、期货及其他
衍生产品◇2节/周
(08-15)[1-2节]◇中
德楼102◇吴姝.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策
(德)◇2节/周(01-
07)[1-2节]◇中德楼
102◇吴姝.
 国际金融(双语)◇
节)◇中德楼102◇田
文举.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1-2节]◇
中德楼102◇郭健全.
 经济地理◇2节/周
(08-15)[1-2节]◇中
德楼102◇郭健全.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1-2节]◇
中德楼102◇郭健全.

 商务英语(2)◇2节
/周(01-17)[1-2节]
◇中德楼102◇田文
举.

第
三
四
五
节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
策(德)◇2节/周(01-
07)[3-4节]◇中德楼
102◇吴姝.
经济地理◇2节/周
(08-15)[3-4节]◇中
德楼102◇郭健全.

 大学德语(6)◇3节/
周(02-17)[3-5节]◇
中德楼302◇张冰
 大学德语(6)◇3节/
周(01-16)[3-5节]◇
中德楼305◇郑轶.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3-4节]◇
中德楼102◇郭健全.
数理统计(中德国贸)
◇3节/周(08-17)[3-
5节]◇中德楼102◇
杨冬超.

 大学德语(6)◇2节/
周(02-17)[3-4节]◇
中德楼302◇张冰.
 大学德语(6)◇2节/
周(01-16)[3-4节]◇
中德楼305◇郑轶.

 商务英语(2)◇1节
/周(01-17)[3-3节]
◇中德楼102◇田文
举.

第
六
七
节

 商务英语(2)◇2节/
周(01-17)[6-7节]◇
中德楼102◇田文举.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
策(德)◇2节/周(01-
07)[6-7节]◇中德楼
102◇吴姝.
国际贸易实务◇2节/
周(08-17)[6-7节]◇
中德楼102◇吴姝.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
策(德)◇2节/周(01-
07)[6-7节]◇中德楼
102◇吴姝.
国际贸易实务◇2节/
周(08-17)[6-7节]◇
中德楼102◇吴姝.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6-7节]◇
中德楼102◇郭健全.
 期权、期货及其他
衍生产品◇2节/周
(08-15)[6-7节]◇中
德楼102◇吴姝.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6-7节]
◇中德楼102◇郭健
全.
 国际金融(双语)◇
节)◇中德楼102◇
田文举.

第
八
九
节

 商务英语(2)◇1节/
周(01-17)[8-8节]◇
中德楼102◇田文举.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
策(德)◇2节/周(01-
07)[8-9节]◇中德楼
102◇吴姝.
国际贸易实务◇1节/
周(08-17)[8-8节]◇
中德楼102◇吴姝.

 经济法(德)◇2节/
周(01-07)[8-9节]◇
中德楼102◇郭健全.
数理统计(中德国贸)
◇2节/周(08-17)[8-
9节]◇中德楼102◇
杨冬超.

下
午

专业课程表
专业名称：20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节次

上
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一
二
节

 电子技术基础◇2节
/周(01-16)[1-2节]
◇综合楼B区101◇范
彦平.

 CAD/CAM技术(德)◇2
节/周(01-07)[1-2节]
◇中德楼402◇崔建昆.
液压与气动技术A◇2节
/周(08-17)[1-2节]◇
中德楼402◇麦云飞.
 机械设计项目◇2节/
周(19-20)[1-2节]◇◇
沈景凤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
器人◇2节/周(01-
07)[1-2节]◇中德楼
402◇马艳艳.
技术英语(中德机
械)(4)◇2节/周(08-
15)[1-2节]◇中德楼
402◇崔建昆.

 大学德语(6)◇2节/周
(02-17)[1-2节]◇中德楼
302◇张冰.
 大学德语(6)◇2节/周
(02-17)[1-2节]◇中德楼
305◇中教.
机械设计项目◇2节/周
(19-20)[1-2节]◇◇沈景
凤

 CAD/CAM技术(德)◇2
节/周(01-07)[1-2节]
◇中德楼402◇崔建
昆.
 机械制造技术
(2)(德)◇2节/周(08-
17)[1-2节]◇中德楼
402◇赵倩/蒋会明.

第
三
四
五
节

 大学德语(6)◇3节/
周(02-17)[3-5节]◇
中德楼302◇张冰.
 大学德语(6)◇3节/
周(02-17)[3-5节]◇
中德楼305◇中教.

 CAD/CAM技术(德)◇2
节/周(01-07)[3-4节]
◇中德楼402◇崔建昆.
 机械设计项目◇2节/
周(19-20)[3-4节]◇◇
沈景凤.
 机械制造技术(2)(德)
◇3节/周(08-17)[3-5
节]◇中德楼402◇赵倩
/蒋会明.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
器人◇2节/周(01-
07)[3-4节]◇中德楼
402◇马艳艳.

 CAD/CAM技术(德)◇2节/
周(01-07)[3-4节]◇中德
楼402◇崔建昆.
 技术英语(中德机械)(4)
◇2节/周(08-15)[3-4节]
◇中德楼402◇崔建昆.
 机械设计项目◇2节/周
(19-20)[3-4节]◇◇沈景
凤.

 CAD/CAM技术(德)◇2
节/周(01-07)[3-4节]
◇中德楼402◇崔建
昆.
 机器人技术◇3节/周
(08-17)[3-5节]◇中
德楼402◇马艳艳.

第
六
七
节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
器人◇2节/周(01-
07)[6-7节]◇中德楼
402◇马艳艳.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器
人◇2节/周(01-07)[6-
7节]◇中德楼402◇马
艳艳.

 电子技术基础◇2节
/周(01-16)[6-7节]
◇综合楼B区101◇范
彦平.

  CAD/CAM技术(德)◇2节
/周(01-07)[6-7节]◇中
德楼402◇崔建昆.
液压与气动技术A◇2节/
周(08-17)[6-7节]◇中德
楼402◇麦云飞.

 电工与电子实验◇2
节/双周(20-20)[6-7
节]◇公共实验楼303
室◇杨一波.

第
八
九
节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
器人◇2节/周(01-
07)[8-9节]◇中德楼
402◇马艳艳.

 物流技术及工业机器人
◇2节/周(01-07)[8-9节]
◇中德楼402◇马艳艳.
液压与气动技术A◇2节/
周(08-17)[8-9节]◇中德
楼402◇麦云飞.

 电工与电子实验◇2
节/双周(20-20)[8-9
节]◇公共实验楼303
室◇杨一波.

下
午

专业课程表
专业名称：2016级机械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节次

上
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一
二
节

 电力电子技术(德)A
◇2节/周(01-07)[1-
2节]◇中德楼103◇
司呈勇.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中德电气)A◇2节/
周(08-17)[1-2节]◇
中德楼103◇谢力.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
07)[1-2节]◇中德
楼103◇沈建强.
 数字系统◇2节/周
(08-17)[1-2节]◇
中德楼103◇古今.

 电力电子技术(德)A
◇2节/周(01-07)[1-
2节]◇中德楼103◇
司呈勇.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
07)[1-2节]◇中德
楼103◇沈建强.
 技术英语(中德电
气)(2)◇2节/周
(08-17)[1-2节]◇
中德楼103◇吴姝.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07)[1-2
节]◇中德楼103◇沈
建强.
 数字系统◇2节/周
(08-17)[1-2节]◇中
德楼103◇古今.

第
三
四
五
节

 电力电子技术(德)A
◇2节/周(01-07)[3-
4节]◇中德楼103◇
司呈勇.
技术英语(中德电
气)(2)◇2节/周(08-
17)[3-4节]◇中德楼
103◇吴姝.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
07)[3-4节]◇中德
楼103◇沈建强.
 数字系统◇1节/周
(08-17)[3-3节]◇
中德楼103◇古今.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3-5节]◇
中德楼302◇Sabine
 大学德语(4)◇3节/
周(01-16)[3-5节]◇
中德楼305◇张冰.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
07)[3-4节]◇中德
楼103◇沈建强.
 数字系统◇3节/周
(08-17)[3-5节]◇
中德楼103◇古今.

 大学德语(4)◇3节/
周(01-16)[3-4节]◇
中德楼302◇Sabine
 大学德语(4)◇3节/
周(01-16)[3-4节]◇
中德楼305◇Bettina

第
六
七
节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6-7节]◇
中德楼302◇王晔.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6-7节]◇
中德楼305◇张冰.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6-7节]
◇中德楼302◇王
晔.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6-7节]
◇中德楼305◇
Bettina

 电力电子技术(德)A
◇2节/周(01-07)[6-
7节]◇中德楼103◇
司呈勇.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中德电气)A◇2节/
周(08-17)[6-7节]◇
中德楼103◇谢力.

 电力电子技术
(德)A◇2节/周(01-
07)[6-7节]◇中德
楼103◇司呈勇.

体育

第
八
九
节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8-8节]◇
中德楼302◇王晔.
大学德语(4)◇2节/
周(01-16)[6-7节]◇
中德楼305◇张冰.

 信息技术(2)(德)◇
2节/周(01-07)[8-9
节]◇中德楼103◇沈
建强.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中德电气)A◇1节/
周(08-17)[8-8节]◇
中德楼103◇谢力.

 电力电子技术
(德)A◇2节/周(01-
07)[8-9节]◇中德
楼103◇司呈勇.

 

下
午

专业课程表
专业名称：2017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节次

上
午



专业名称：201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2018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一
二
节

 高等数学A(2)◇2
节/周(01-16)[1-2
节]◇综合楼B区304
◇李珊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07◇Stefan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06◇Stefan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07◇庄利

 高等数学A(2)◇2节/
周(01-16)[1-2节]◇
综合楼B区304◇李珊

第
三
四
五
节

现代工程制图与CAD
基础◇2节/周(01-
16)[3-4节]◇中德
楼403◇杨承三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5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07◇Stefan

 高等数学A(2)◇2节
/周(01-16)[3-4节]
◇综合楼B区304◇李
珊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07◇庄利

 大学德语(2)◇3节/
周(01-18)[3-5节]◇
中德楼106◇Malt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07◇Stefan

第
六
七
节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7◇庄利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7◇庄利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6◇Stefan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7◇庄利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6◇Malt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07◇Stefan

体育

第
八
九
节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06◇郑彧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07◇庄利

 现代工程制图与CAD
基础◇2节/周(01-
16)[8-9节]◇中德楼
403◇杨承三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8节]◇
中德楼106◇Malt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07◇Stefan

下
午

专业课程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节次

上
午



专业名称：201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2018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一
二
节

 高等数学A(2)◇2
节/周(01-16)[1-2
节]◇综合楼B区304
◇李珊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1◇Sabin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0◇Malt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1◇Sabin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0◇(01-
06)Malte；(07-18)
金苏宁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1◇Sabin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1-2节]◇
中德楼110◇Malte

 高等数学A(2)◇2节/
周(01-16)[1-2节]◇
综合楼B区304◇李珊

第
三
四
五
节

现代工程制图与CAD
基础◇2节/周(01-
16)[3-4节]◇中德
楼403◇杨承三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11◇Sabin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10◇Malte

 高等数学A(2)◇2节
/周(01-16)[3-4节]
◇综合楼B区304◇李
珊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11◇Sabin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3-4节]◇
中德楼110◇Malte

第
六
七
节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0◇金苏
宁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0◇(01-06)
金苏宁；(07-
18)Malte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0◇金苏宁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6-7节]◇
中德楼110◇金苏宁

体育

第
八
九
节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10◇金苏
宁

 现代工程制图与CAD
基础◇2节/周(01-
16)[8-9节]◇中德楼
403◇杨承三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11◇郑轶
 大学德语(2)◇2节/
周(01-18)[8-9节]◇
中德楼110◇金苏宁

节次

上
午

下
午

专业课程表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


	专业名称：20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专业名称：2016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专业名称：2017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专业名称：2018级国贸、机械(中德合作)课表

